
夏之香 甲壳素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18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护美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冻干粉+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6
广州康护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碧丝寡肽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7
广州市鸥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鸿嘉怡美盈润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8
广州鸿嘉盛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魔法小屋净肤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净肤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净肤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妮水维生素精华液（B5）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0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美滋保湿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保湿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保湿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诺妍皙逆龄紧肤塑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净肤水滢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X-Cell多肽玻尿酸馥颜面膜套—玻尿酸
肌底滋养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5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魔幻组合净爽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碟美蔻水光润养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润养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润养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舒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39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净颜爽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4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范希婕海泥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47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妍皙逆龄紧肤塑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54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莉维蒂乳酸菌丝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57
芒果优元素（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奥勃施缤纷浪漫清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58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岚小雏菊洗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苏岚小雏菊洗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苏岚小雏菊洗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领翔时代柔歌滋润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时代柔歌滋润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时代柔歌滋润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6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深海鱼子臻爱时光套-薇塑蓶
美深海鱼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7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夫男士活力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77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颐达 清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79 广州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丹妮蓝酮胜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81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理氏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8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丹妮蓝酮胜肽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86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透皙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透皙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透皙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19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甄肌灌肤素颜颠峰套—裸妆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49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美肤活性冻
干粉+美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美肤活性冻
干粉+美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美肤活性冻
干粉+美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活泉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活泉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活泉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法诗丹九日美美肌焕颜套 九日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WILDING CARE 奥图玫瑰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70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艾御秀补水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75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肌源寡肽修护水润套-寡肽修护水润
鲜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7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寡肽修护水润套-寡肽水润修护
鲜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7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洋甘菊水动力舒缓修护套-洋
甘菊水动力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7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朵色钻石光感眼影（圣诞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12084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曼丽叶绿素护肤五件套-叶绿素遮瑕
水嫩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54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曼丽叶绿素护肤五件套-叶绿素颜值
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55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道背部舒理套—芳香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59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背部舒理套—背部舒理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0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背部舒理套—深透调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1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肩颈舒理套—肩颈舒理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3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温源舒理套—腹部舒理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4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臀部舒理套—臀部舒理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5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道调衡舒理套—调衡舒理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6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舒畅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舒畅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舒畅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净化舒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净化舒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净化舒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复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复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艾草复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贝女王凝润保湿三件套-凝润保湿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4
广州亚熙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贝女王凝润保湿三件套-凝润保湿魅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5
广州亚熙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婕丽舒华套舒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6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深海鱼子臻爱时光套-薇塑蓶
美深海鱼子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经典套装  焕彩美眸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8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经典套装   美肌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79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各求补水修护隔离套装+晶润水晶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93 广州尚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各求补水修护隔离套装+冰肌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94 广州尚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各求补水修护隔离套装+隔离修护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2295 广州尚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净颜清肤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0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寡肽多效补水保湿冻干粉套-寡肽
多效补水保湿冻干粉+寡肽多效补水保
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3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寡肽多效舒缓修红冻干粉套-寡肽
多效舒缓修红冻干粉+寡肽多效舒缓修
红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4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寡肽多效
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5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寡肽抚纹冻干粉套-寡肽抚纹冻干
粉+寡肽抚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6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寡肽多效亮肤冻干粉套-寡肽多效
亮肤冻干粉+寡肽多效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7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寡肽多效祛痘冻干粉套-寡肽多效
祛痘冻干粉+寡肽多效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18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闺蜜卫士水氧毛孔洗澡套毛孔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28
欧米（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GIC DEMON 毛膏纤维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0 广州市万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焕颜修护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焕颜紧致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2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细致莹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3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柔和细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净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35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  红石榴弹润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弹润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弹润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植蜜源 多肽亮肤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6
广州植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哑光质感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4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紫季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5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5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5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逅至美颜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58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士妍肌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59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Cell多效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60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ZHIYA试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6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恩橄榄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8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遮瑕修颜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遮瑕修颜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遮瑕修颜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3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美蒂 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道胸部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22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晓雯人参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48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晓雯人参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48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晓雯人参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48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一枝春墨菊深度补水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墨菊深度补水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墨菊深度补水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透修颜水粉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透修颜水粉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透修颜水粉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烟酰胺水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德美蒂 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丽炫魅奢养极润口红08滋养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每日新肌胶原保湿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7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叶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叶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叶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沙棘嫩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82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 生姜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8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柏诗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91 广州梦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美蒂 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4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丽炫魅奢养极润口红09滋养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0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精油香芬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04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mall 复活草鲜活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small 复活草鲜活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small 复活草鲜活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茵妆海藻保湿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1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欧曼茹 婴肌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12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罗拉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19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g niang 多效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多效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多效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源 亮肤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23
广州植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Gold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Gold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Gold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勃施茶箍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35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G柔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蚕丝蛋白热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蚕丝蛋白热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蚕丝蛋白热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5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润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润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润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甜橙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甜橙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甜橙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6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逅至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70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蜜诗水蜜桃光彩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74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8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8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玻尿酸光感丝滑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8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SHJA青春魅力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8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希婕臻萃红参光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599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纷水润清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普姿逅至靓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04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萱艾叶檀香净爽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0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海藻酵素补水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08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ōMOFACE类人胶原蛋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11
美神共享（广州）信息科技
有限公司

德美蒂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婵清透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DIFO 忆美丝玻尿酸补水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玻尿酸补水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玻尿酸补水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玻尿酸保湿润养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37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萱艾叶檀香净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4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涵氨基酸燕窝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56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熊果苷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熊果苷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熊果苷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臻美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7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之迪花漾立体腮红修容粉1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73
广州诺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袋熊洋甘菊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80
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美治 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 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 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红瑶水淘米水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密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密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密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Dear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s.Dear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s.Dear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12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足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00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润清颜赋活焕颜修护冻干粉+润清颜赋
活焕颜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03 广州瑞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芝源堂天然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05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韩雅诗吝啬之吻星耀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0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芝源堂牛奶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19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ousail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2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芝源堂蚕丝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24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瑾薇浓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28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5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源美 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源美 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源美 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儿淘米水修护柔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64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淘米水修护柔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64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温润舒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水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TalkPro多肽修护沁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多肽修护沁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多肽修护沁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7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滑力加 白茶素头皮净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84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緹雅 玫瑰花蜡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87
广州市聚金源保健用品有限
公司

欧黎缤纷长效修护舒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92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7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诗水蜜桃光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11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PROODIY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1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1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1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綵薇堂橙花臻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15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品创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多维立体修护Ⅱ号冻干粉+玛诗
妤多维立体修护Ⅱ号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31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洋甘菊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38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曦梦妍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40
广州曦梦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嫩滑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嫩滑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嫩滑无瑕滚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清透润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映彩立体烤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映彩立体烤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映彩立体烤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5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颜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颜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颜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芙颜透明质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895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露娜 亮颜清透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3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粉嫩娇颜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粉嫩娇颜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粉嫩娇颜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诗水蜜桃光彩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6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樊文花草本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0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集花源焕颜清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14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ODIY无泪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无泪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无泪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仙之美芦荟植萃精华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2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诗水蜜桃光彩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3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SCHIESSER 香氛修护润发乳（庄园）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6 广州汐美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脱颖而出水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30
广州脱颖而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K花漾冰肌素颜礼盒-花漾冰肌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33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尚达XINYANL薪颜逆龄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逆龄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逆龄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婕妤青春定格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41 广州云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荷颜悦色水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8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源堂八杯水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88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兰歌千丝恋香水修发液（类似兰蔻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1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奈儿美颜水感瓷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达XINYANL薪颜魔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魔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薪颜魔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普姿逅至倍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2999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澜多肽尊颜修护套 多肽尊颜冻干
粉+尊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欧娜澜多肽尊颜修护套 多肽尊颜冻干
粉+尊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欧娜澜多肽尊颜修护套 多肽尊颜冻干
粉+尊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唔纤唔秀纤秀套--玲珑仙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7 广州腾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唔纤唔秀纤秀套--纤秀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8 广州腾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唔纤唔秀纤秀套--纤雅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029 广州腾钰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温养舒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温养舒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草荟萃荣享尊贵套-温养舒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丽荣嫣盈润紧致套-魅力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荣嫣盈润紧致套-魅力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荣嫣盈润紧致套-魅力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3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3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娇妍靓肤套-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3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草本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3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草本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贝女王凝润保湿三件套-凝润保湿丝
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4
广州亚熙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菩皙提酵母肌底修护套装-酵母蕴能美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5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皙提多肽水感高光双层气垫组合-多
肽水感高光气垫CC霜+轻透修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46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经典套装  补水嫩透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61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多肽幼嫩水光组合-多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62 广州悦漾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依妙源 肩颈养护套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深海鱼子臻爱时光套-薇塑蓶
美深海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6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明眸靓采青春套-明眸靓
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79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善堂植萃舒缓套组-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善堂植萃舒缓套组-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善堂植萃舒缓套组-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泰安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82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肤泰益肤生态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84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袋熊炉甘石清爽热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199
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仙之美芦荟植萃精华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08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弥思花草舒缓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09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菩弥思平衡调理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1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CHIESSER 丝滑香氛沐浴露(木兰秋
韵）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11 广州汐美贸易有限公司

SCHIESSER 丝滑香氛沐浴露（庄园）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12 广州汐美贸易有限公司

Ciaare红参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13
零至六（广州）电子商贸有
限公司

科普姿逅至美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19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4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叁合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4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芬玻尿酸安瓶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0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芬蓝铜胜肽安瓶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1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 复活草亲润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2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蔻焕醒肌底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ZIGGIE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ZIGGIE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ZIGGIE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妍皙水氧赋活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couse澳蔻斯小瓣蓝风铃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得拉倍乐兰钻植物肌因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6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丝柔迷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柔迷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柔迷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萱艾叶檀香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ODIY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娅丹妮蓝酮胜肽晶莹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5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7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娅丹妮 蓝酮胜肽保湿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84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奕植物口红 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9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奕植物口红 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9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奕植物口红 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9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草本植萃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29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奕植物口红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奕植物口红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奕植物口红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 马油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18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纷清爽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OKYLLE 挚爱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挚爱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挚爱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气垫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气垫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气垫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5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COCODIFO 忆美丝深层清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深层清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深层清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3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MARG滋养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滋养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滋养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5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5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5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迪娜烈艳丝缎醉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优迪娜烈艳丝缎醉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优迪娜烈艳丝缎醉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姿 日常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OKYLLE 轻奢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轻奢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轻奢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6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 百里香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79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克蝴蝶 马油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383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御芙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26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泊泉雅 毛孔隐形晶肌打底霜（猪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毛孔隐形晶肌打底霜（猪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毛孔隐形晶肌打底霜（猪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耀清肌祛痘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35
广州市妙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o玻尿酸润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36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汐麓漟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4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伽精灵明眸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44
广州市雅琪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4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5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5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5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5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妤菲 水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60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6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6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7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8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8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丝爵 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84
广州香榭丽舍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8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92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9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9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丝爵 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498
广州香榭丽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珍富勒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00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透亮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3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春纷凝润净颜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3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还香 栀子花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3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还香 栀子花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3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迪咔 婴儿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45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科普姿逅至控油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46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姿逅至胶原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50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GO TALES 经典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56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碧泉 寡肽修护冻干粉+赋活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58
广州尚橙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EQIVE洋甘菊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60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姿娇润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6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TiZi缇姿水光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6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安迪咔 婴儿竹萃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80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8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安迪咔 婴儿马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591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魔丽菲尔 美肤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01 广州耀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0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3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朵珍氨基酸滢润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41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奢华滋润娇艳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奢华滋润娇艳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奢华滋润娇艳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得拉倍乐萃养浓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54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透亮雪肌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8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透亮雪肌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8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透亮雪肌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8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幽草 水漾衡润赋活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84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澄澈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87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绿钻深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绿钻深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绿钻深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698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瞌睡潴婴儿珍珠滋养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03
广州鑫之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ouse澳蔻斯小瓣小苍兰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11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WHO RUN 
THIS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1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WHO RUN 
THIS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1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空雾面唇膏笔WHO RUN 
THIS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1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MEIYS佐美佑上小分子玻尿酸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2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决好气色细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21 广州宝妆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妮佳瑞尔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佳瑞尔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佳瑞尔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水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丽菲尔 紧致提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2 广州耀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莹润保湿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莹润保湿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莹润保湿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誓颜 遇见新肌保湿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52
广州美丽誓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Naturalgrass植物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grass植物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grass植物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麓漟艾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6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麓漟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6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沐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6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橄榄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71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芭厘岛水光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7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山茶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76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希蕊尔多效焕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80 广州希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   奢华鱼子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8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水光保湿无泪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8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妆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9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79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OCOAIRBOOM    滋养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12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OHOUFUTURE富勒烯逆龄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16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OKYLLE 星辰流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1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星辰流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1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星辰流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1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瑶浴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瑶浴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无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无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无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梦妃嫚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35
广州市健龙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COCOAIRBOOM   滋养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36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奥勃施营养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47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瑶浴润泽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挚爱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6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挚爱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6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挚爱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6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6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婵姿肌肤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8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男士深海绿藻抗痘理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1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珍谷胱甘肽皙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7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MCONE巴黎之夜香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899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G柔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倾慕撩唇口红笔M09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倾慕撩唇口红笔M09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倾慕撩唇口红笔M09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魔滢漾柔嫩黑米净化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6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三郡主雪莹皙颜精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07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11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魔丽菲尔 美肤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17 广州耀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媛春 芦荟去角质鲜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芦荟去角质鲜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芦荟去角质鲜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蒂凯茜鲜活胶原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2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水光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2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奶格玛息羽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47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多肽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52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面魔醇厚丰郁白米活力生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53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媛春 海洋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海洋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海洋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水漾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8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杰施柔光纷泽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90
广州市妙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还香 栀子花原香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93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还香 栀子花原香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3993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wang 晳王芦荟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00 广州市皙王贸易有限公司

九度娇香臀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08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娇香臀部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09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娇香臀部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0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娇香美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1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肩部畅优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肩部畅优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肩部畅优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肩部畅优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16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 腹部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29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圆婷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30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培元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3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修红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32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姜皇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3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清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3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宝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1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2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女性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士本草活力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士本草滋养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04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仕北美金缕梅沁透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45 深圳市秘氏护肤品有限公司
俪升美艾姜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69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俪升美香附子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70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运堂 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密语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7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悦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8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密语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89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悦色密语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0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密语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1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密语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2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特密语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3 广州秀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润目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汉唐草 塑型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8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汉唐草 塑型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8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汉唐草 塑型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198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亿莲雅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伊曼康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伊曼康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伊曼康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纤颜菀语尊尚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19
广州苗草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红海之迷 妩媚回眸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3
广州市魔幻彩芙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至兰馨藏御魅薰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4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草本皙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6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HUSHI草本皙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6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HUSHI草本皙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6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氏堂 草本紧肤粉（晚用）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2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鲁氏堂 草本紧肤粉（早用）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雅  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丽菲尔 美腹娇柔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3 广州耀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丽莱玫瑰花瓣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7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丽莱蓝莓润泽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3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幽草 水漾衡润赋活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0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晶采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3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康宝莉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2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雪之谜悦颜盈润唇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16 广东沐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迪雅草本调理套组 能量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33 广州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康澳抚纹紧致眼部套组-抚纹紧致眼
部修护冻干粉+抚纹紧致眼部修护溶媒
液+抚纹紧致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78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维康澳冰凝铂金颈部修护套组-冰凝铂
金颈部修护冻干粉+冰凝铂金颈部修护
溶媒液+冰凝铂金颈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79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维康澳纤盈晳润手部修护套组-纤盈晳
润手部修护冻干粉+纤盈晳润手部修护
溶媒液+纤盈晳润手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80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维康澳纤盈晳润手部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81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维康澳冰凝铂金颈部修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82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千千树赋活养护套野姜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88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舒润养护套舒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89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舒活调理套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91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赋活养护套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92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舒活调理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93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X-Cell多肽玻尿酸馥颜面膜套—金箔膜
贴片（上片式）+金箔膜贴片（下片
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399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川京秀全年畅享皮肤管理套--玻尿酸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肽动力逆龄青春套--微琱提升原
液+微琱蛋白精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童颜臻美青春套-青春焕
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4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童颜臻美青春套-亮泽紧
致凝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5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明眸靓采青春套-明眸靓
采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6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明眸靓采青春套-明眸靓
采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7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童颜臻美青春套-紧致弹
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08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夢梵菲雪颜净透系列套盒雪颜净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1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夢梵菲雪颜净透系列套盒雪颜净透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1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夢梵菲雪颜净透系列套盒雪颜净透亮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12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夢梵菲雪颜净透系列套盒雪颜净透亮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1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柔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20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21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复合肽修护
成分冻干粉+点点美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22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梵水香  莹润紧致靓眼护理套  莹润
紧致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2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薇冻丽寡肽紧致安瓶补水原液套-薇冻
丽寡肽紧致安瓶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44 广州众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多肽焕颜美肤套多肽焕颜冻干
粉+多肽焕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4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颜胶原蛋白焕颜套盒-胶原蛋白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455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0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丽尚 FORIESUN 寡肽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1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粉漾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Jeffi Carnny粉漾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Jeffi Carnny粉漾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ousail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1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冠迪 种子原浆洗沐二合一茶花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28 广州市冠拓日用品有限公司
兰歌欧 巴国际香水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79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SD海洋皙润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海洋皙润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海洋皙润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 提升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8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那么那膜竹炭清润细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96 广州汉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晟美美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598 广州美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马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01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神颜范小分子玻尿酸雨淋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04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JIYAN 米肌妍氨基酸净润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11
广州米肌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橄榄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橄榄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橄榄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ISUNEN 玻尿酸即润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1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菁悦角质修护冻干粉+角质修护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20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众藏红花头皮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21 广州初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玫瑰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3 广州市爱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Herbal Superior Body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Herbal Superior Body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Herbal Superior Body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 gel 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51 广州市煊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Ruvie retinol moisturize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vie retinol moisturize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vie retinol moisturize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set 
(cream&soap)-skin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丝柏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wang 皙王玫瑰润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7 广州市皙王贸易有限公司

婵姿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69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妍皙瓷肌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1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山茶油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7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eto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8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颜皙本草颜皙美肤焕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89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贝琳泉美颜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92
广州市泊姿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念不忘滋养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96 广州市君长苑商贸有限公司
诺妍皙水氧净化清洁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69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04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冠迪 种子原浆洗沐二合一石榴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06 广州市冠拓日用品有限公司

KATAVIER焕肤管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09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栖之美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11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汐麓漟玫瑰补水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2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定美丽 奢华抗皱嫩肤礼盒-抗皱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31
广州精美爆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冠迪 种子原浆洗沐二合一葡萄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33 广州市冠拓日用品有限公司
ousail水润嫩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4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he gel 红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43 广州市煊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补水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58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紫秀清香动感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64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CHEN魅臣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67 广州星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祛痘淡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68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保湿靓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7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多维立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79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珍珠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3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卡思魅水之印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魅水之印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魅水之印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vocado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vocado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vocado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紫秀清香动感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92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Nourishing 
Lavend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9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Nourishing 
Lavend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9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Nourishing 
Lavend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79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Cranberry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Cranberry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Cranberry 
Crème Rinse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树袋熊宝宝呵护薄荷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08
广州市贝信康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Aging 
Ging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Aging 
Ging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Aging 
Ginger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 美颜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23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 gel 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26 广州市煊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fatigue & 
Energizing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fatigue & 
Energizing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Anti-fatigue & 
Energizing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郦貴媛  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3 广州北斗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Skin Balancing & 
Mattifying Oliv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Skin Balancing & 
Mattifying Oliv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SHINI all woman-Skin Balancing & 
Mattifying Oliv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3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伊芮儿多肽胶原奢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46
广州百誉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丝柏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47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水凝柔皙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凝柔皙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凝柔皙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pure 菲朴兰花兰花莹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60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定美丽 奢华抗皱嫩肤礼盒-抗皱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73
广州精美爆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黑炭净透卸妆水NO.CV1822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黑炭净透卸妆水NO.CV1822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黑炭净透卸妆水NO.CV1822 粤G妆网备字20182148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CLEAN绿茶精萃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03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扇舞迷眸电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0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chimmel奢芷蜜至臻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1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果之恋紧致菁华原液4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30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3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透水润隔离粉底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透水润隔离粉底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透水润隔离粉底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薰衣草净颜水嫩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薰衣草净颜水嫩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薰衣草净颜水嫩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53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5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细致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细致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细致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古 黄金小麦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62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etDay柚子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66 广州看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麦古 特洛皮花水色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80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8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1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祖玛龙香薰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8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吻盐矿泥紫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4999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璐雪瑶璎莹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莹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莹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祖玛龙香氛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4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胜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胜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胜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14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1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1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1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 美颜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20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维肤 活性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 活性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 活性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sail驻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2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8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8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08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祖玛龙香氛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00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05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chimmel奢芷蜜弹力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0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纯之 弹润滋养水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08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白草海藻水润舒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27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2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麓漟薰衣草亮肤清爽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3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雪瑶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4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zofee皮秒水光肌离子塑颜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88
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ousail维生素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9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幼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幼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幼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 美颜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195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花序玫瑰精华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09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琳泉美肌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19
广州市泊姿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净透雪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净透雪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净透雪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定美丽 奢华抗皱嫩肤礼盒-抗皱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36
广州精美爆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汐麓漟洋甘菊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4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遮瑕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遮瑕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遮瑕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皮肤表层修护冻干粉+皮肤表层修
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4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娜奈香香 去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55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汐麓漟茶树细致毛孔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5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伦丝晶钻无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芦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65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出众 山茶花弹力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67 广州初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奈香香 滋润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73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润香媛 美肌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80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美客椰子油柔发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83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曼蒂卡光感靓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84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果之恋舒缓菁华原液8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87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麓漟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28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焱康腰部滋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05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焱康滋润原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06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焱康通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07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焱康通润原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08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焱康颈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09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焱康颈部原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10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结义地江水舒润保湿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1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生妍  姜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16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婷婷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2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丝柏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22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2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形象美多用凝时眼胶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多用凝时眼胶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多用凝时眼胶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ZK水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水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水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康宝莉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洛神珠红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活力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97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红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柔润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98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红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润活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399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红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韵姿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00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活力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01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润活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03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若赋活肌密精华三件套 赋活肌密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28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若赋活肌密鱼子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29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若赋活肌密精华三件套 多肽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30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若 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31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美肤
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36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37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润肤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38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奥美肤套靓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47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侬姣娇-娇妍靓肤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4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纶雪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51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阁雪颜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雪颜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雪颜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侬姣妍-娇妍靓肤套-娇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5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婕丽舒清套怡神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3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温和紧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舒颜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5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盈润锁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晶润靓泽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7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净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净肤水滢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69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焕颜亮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独活舒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2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舒缓亮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3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盈润温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舒缓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5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盼靓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海参焕颜紧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7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盈润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美肤净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79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海参美肌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舒妍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细肤透亮滋养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2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凝亮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3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亮颜焕采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焕颜美肌修护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5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清透亮采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净妍嫩肤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7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清透亮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8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修护组合--痘研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498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迪咔 婴儿天使草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11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雨洛贵妇胎盘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12 广州雨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FINCHY水润无瑕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16 广州嵘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真工坊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29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赋活多肽夜用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4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赋活多肽日用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4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亲肤集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5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5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5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定美丽 奢华抗皱嫩肤礼盒-抗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55
广州精美爆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7铂金）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57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积雪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64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花舞悦大眼芭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大眼芭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大眼芭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祖玛龙小苍兰香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4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情 蚕丝亮肤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8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淡蒂活力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79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薰 明透润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83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水如意 塑颜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597
广州真事美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SISYPHUS滋润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01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DNA EYE LIF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LIF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LIF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LIF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康澳抚纹紧致眼部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19
广州富城康健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纤颜菀语尊尚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22
广州苗草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格 泡姜营养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32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4叉液体眉笔404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35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蒂莲  透润水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3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元素玫瑰菁萃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44 广州市爱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芬维C亮肤安瓶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51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5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媛美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美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美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芷集臻萃口红（3#人鱼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74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76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色 玻尿酸净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7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格 抓不住亮晶晶香氛清爽去屑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88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芷集臻萃口红（4#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90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焕颜紧肤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94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芝菲嫣 时光密匙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97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马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698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百芷集臻萃口红（2#健康橙）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02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菩蒂莲 多肽水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1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蒂莲 多肽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1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格 抓不住多肽修护亮晶晶镀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23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颜活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34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菲诗草轻奢丝绒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36 广州森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格 抓不住亮晶晶香氛丝滑滋润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49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惑初心青春蒙动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55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12多重精颜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5 广州嘎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玛依香氛·润养丝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香氛·润养丝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香氛·润养丝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胶原蛋白智能温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胶原蛋白智能温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胶原蛋白智能温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水光补水啫喱+植物氨基
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水光补水啫喱+植物氨基
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水光补水啫喱+植物氨基
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度润畅保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80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V轻甜盈润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8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TFO黑金黑管烈焰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85 广州天美优品商贸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8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NNV任性双面甜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9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非凡多效睫毛膏NO.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非凡多效睫毛膏NO.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非凡多效睫毛膏NO.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5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二十五芳华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纤诺紧致腰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2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九纤诺紧致秀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2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九纤诺精萃手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2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3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3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3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芷集臻萃口红（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45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奢养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4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滋润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滋润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滋润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7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氏佳妮 瓷肌净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唐氏佳妮 瓷肌净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唐氏佳妮 瓷肌净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迪咔 婴儿积雪草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7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亲肤集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89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马赛狂欢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马赛狂欢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马赛狂欢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多肽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多肽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多肽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水磷脂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1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欧贝莎 茶树精油冰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2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贝莎 茶树精油冰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2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贝莎 茶树精油冰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2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戛纳焦点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戛纳焦点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戛纳焦点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巴黎倾慕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巴黎倾慕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巴黎倾慕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3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4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3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5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浮光锦色唇釉2#女王气质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58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4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6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罗兰燕窝亮眸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6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蕾妮兰卡透明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1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沙棘果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沙棘果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沙棘果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RIE OCEAN水杨酸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姿小红管植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77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美眸深邃大眼睛眼线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5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5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樺蒂 安舒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滢軒颜多肽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多肽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多肽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8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6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91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4 粤G妆网备字201821599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00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水漾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0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玻尿酸水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0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16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1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0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2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里昂魅力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2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里昂魅力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2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里昂魅力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2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2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芙曼 依舒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3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婉碧诗焕活沁透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33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樺蒂 高涵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3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诗馨语芦荟保湿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38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奥勃施生姜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46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1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9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8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歌CO.CO小姐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5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7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6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5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丝滑飘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丝滑飘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丝滑飘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2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立体细腻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立体细腻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立体细腻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1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花草相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5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心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78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8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1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8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偏光单色眼影80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09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詩年華男士专用轻透亮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07
广州悦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仙妮 植物酵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0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NV完眉粉黛双效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2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纯之 弹润紧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33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ODIY胶原蛋白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胶原蛋白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胶原蛋白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后臻养滋润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51 广州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宜生类人胶原蛋白臻容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54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悦詩年華男士专用清爽净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55
广州悦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WISH 黑奢丝绒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6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塔菲诗    玫瑰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72 广州语丝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82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肤集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富勒烯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85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高光修容棒02#藕
粉+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9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灵韵生动双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9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LastarPrtum臻蓝精华油（二） 粤G妆网备字2018216199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koconi co.雪罗尼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04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益媛熙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0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3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3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谜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3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39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颜菀语尊尚温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40
广州苗草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颜菀语尊尚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41
广州苗草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OXC石斛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250
广东仙草石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红方 魅韵舒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 巴比按摩调理套-养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韵美紧致调理套-韵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温润养护调理套-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温润养护调理套-提升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颜胶原蛋白焕颜套盒-胶原蛋白焕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69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焱康姜母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77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卡魅莱臻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3
广州卡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冻龄丽颜净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4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润亮微肽伊美套--微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润亮微肽伊美套--微肽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6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冻龄丽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润亮微肽伊美套--肽动力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8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LOTTA 全能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KUK 鎏金炫彩滋润口红K01法式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1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润亮微肽伊美套--嫩肤紧致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UK 鎏金炫彩滋润口红K03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5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16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6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7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8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7 粤G妆网备字2018216399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00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01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TC SHAMPOO P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02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TC CONDITIONER P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03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蜜润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1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蜜润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1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蜜润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1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CONTOURING ESSENCE 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CONTOURING ESSENCE 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CONTOURING ESSENCE 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CONTOURING ESSENCE 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BEAUTY ESSENCE 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BEAUTY ESSENCE 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BEAUTY ESSENCE 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BEAUTY ESSENCE 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肤集玫瑰果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玫瑰果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玫瑰果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活性酵母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活性酵母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集活性酵母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享受纤纤套腹部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2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樺蒂 深层洁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勒芒激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勒芒激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勒芒激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6凯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4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CORRECT ME科睿德茶爽头皮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5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ORRECT ME科睿德茶爽头皮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5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ORRECT ME科睿德茶爽头皮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5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4流浪）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56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5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PROODIY弹力蛋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弹力蛋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弹力蛋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2风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3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依芙曼 依舒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3戴妃）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6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COLLAGEN Hydrogen Lip Mask 0276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7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Hydrogen Lip Mask 0276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7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Hydrogen Lip Mask 0276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7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TiZi缇姿水光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8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8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韩瑟 收缩毛孔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9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依芙曼 透亮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9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致美肌肤 美肌净颜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96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净颜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96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净颜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496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n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49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n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49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n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49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0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0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0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致美肌肤 美肌润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2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润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2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润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2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GLOBAL BEAUTY CARE Cucumber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ucumber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ucumber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Retinol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Retinol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Retinol 
Hydrogel Under-Eye pads 0275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1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 
Hydrogel Lip Mask 0275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 
Hydrogel Lip Mask 0275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Collage 
Hydrogel Lip Mask 0275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LipMask 0275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LipMask 0275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LOBAL BEAUTY CARE Gold Hydrogel 
LipMask 0275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哆梦缘晚安睡莲睡眠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7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美肌肤 美肌养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9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养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9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 美肌养护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29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 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觉四重玻尿酸水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32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玫瑰菁纯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33 广州市爱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时代美颜冻干粉套组-美颜冻干粉+
美颜溶媒液+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59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之 弹润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64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4#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65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5#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6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藏红方 动力舒畅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6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6#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2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藏红方 呵护滋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使俏妈咪倾城之恋组合套御品植萃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76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芙曼深层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9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柔美仕香水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94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659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伊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0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使俏妈咪舒心呵护组合套舒心呵护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07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0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红方 活力舒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7#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1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4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左娜八杯水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5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3#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1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芳华菲研靓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26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IESSER 柔顺香氛洗发水（庄园）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28 广州汐美贸易有限公司
SCHIESSER 柔顺香氛洗发水（木兰秋
韵）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36 广州汐美贸易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净肤细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4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裸·素多肽塑颜养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4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素颜定制I型-肽美冻干粉+肽美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5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思魅御庭兰花弹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魅御庭兰花弹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魅御庭兰花弹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樾品青春抖肤水润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71 广州志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美仕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82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轩堂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96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轩堂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698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方通圣香氛营养修护健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05
广州今安原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DSV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10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禾润心植物焕颜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13 广州毅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龙胆润舒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17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芷轩堂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20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时光赋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21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肌冻龄丽颜水嫩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5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美人艾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65
广州颜魅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迪咔婴儿紫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70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水嫩莹透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73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幻组合补水保湿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8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佰惠微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89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雪绒花焕颜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9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冻龄丽颜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9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龙胆舒缓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92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DOEQIVE洋甘菊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93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EVDIED奢肤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794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巧丽坊美肌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丽坊美肌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丽坊美肌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思蔻植萃莹润修护手部护理套盒植萃
柔亮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1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动海洋冰泉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26 广州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银灰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银灰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银灰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动法国温泉温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30 广州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富勒烯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3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NISSIPLUS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SSIPLUS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SSIPLUS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微精华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微精华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微精华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墨绿藻亮颜紧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7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米思卡 雾光慕斯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49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琼 骨胶原倍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骨胶原倍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骨胶原倍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清透植物微粉+滋养精华液+滋养
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57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ESLAB清透植萃微粉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58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纤诺玲珑玉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6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九纤诺轻密腹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宫之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纤诺舒背腰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一枝春  婴儿肌细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细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细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动牛奶臻皙细滑幼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5 广州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小猪酸奶鲜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小猪酸奶鲜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小猪酸奶鲜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詩年華男士专用多重焕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83
广州悦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闺蜜卫士水氧毛孔洗澡套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88
欧米（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曼丽叶绿素护肤五件套-叶绿素保湿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8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 植物精粹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9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羽毛轻感透亮BB粉底液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9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羽毛轻感透亮BB粉底液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0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蔓菲生姜汁氨基酸滋润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12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莉·思娜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莉·思娜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莉·思娜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素多肽塑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1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法则 抗皱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43
广州日月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NE PHANTOM奢谜焕颜紧致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4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UDE LOOKING 裸系列·活力焕颜组 活
力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50
世纪华商（广州）投资顾问
有限公司

九度润畅舒缓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59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幻组合温润亮泽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6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逆龄法则 抗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6998
广州日月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左娜薰衣草嫩滑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002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素多肽肌底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00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娜玫瑰丝语嫩肤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035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娜活氧润肤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037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娜海藻胶原蛋白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099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娜黄金美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01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娜洋甘菊舒缓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03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1#焦糖奶茶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1#焦糖奶茶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1#焦糖奶茶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芬琪多肽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15
广州朵芬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颜密码-润颜透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18
广州中美杜克个人护理品有
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2#元气蜜桃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2#元气蜜桃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一抹渐变眼影（02#元气蜜桃
妆）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俏媚立体双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5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哆梦缘晚安睡莲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59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奇肌 蚕丝纤维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62
广州市沃隆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Me三角头自动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6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迪蕾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72 广州雷智贸易有限公司
玛诗妤多聚肽II号冻干粉+玛诗妤多聚
肽II号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78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NOMe三角头自动眉笔-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8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三角头自动眉笔-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9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三角头自动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19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舒研玑果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2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雅莉臻品健康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圣雅莉臻品健康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圣雅莉臻品健康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亲恩燕窝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5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情 蚕丝深层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18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UESS绎瑟斯肌因赋活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22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美樾品青春抖肤水嫩透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23 广州志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胶原多肽修护冻干粉+胶原多肽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27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植玫兰安肌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32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泊泉雅 贝壳水光肌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贝壳水光肌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贝壳水光肌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素多肽肌底养护粉+多肽肌底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4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深层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5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恩妮拉指甲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58 广州琪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KATAVIER凝时水润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3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美亼润氧多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5 广州美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诗  足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67 广州梦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e Fancying蜜恋水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Beaute Fancying蜜恋水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Beaute Fancying蜜恋水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綵薇堂 瓷肌细致毛孔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8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唐人坊滋养净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7281 广州八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贝露 烈焰之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446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媛春 红参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红参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红参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柔肤保湿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52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53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54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69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3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4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5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玫瑰精油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6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7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九度润畅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8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润畅护理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79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精油舒缓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81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LD LIVE 4叉液体眉笔403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8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4叉液体眉笔401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8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4叉液体眉笔402 粤G妆网备字2018217685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植物头皮平衡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01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牡丹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05 广州亿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千树舒活调理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2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马可.玛丽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6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6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6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7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7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7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9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9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19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滋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2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2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2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芝荟 巴比按摩调理套-巴比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24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phen 花蕊粉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35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華方九道 畅精肌体质养套I-畅精肌体
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52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复活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6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复活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6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复活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6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沙龙体验套-水润保湿冻干
粉+水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沙龙体验套-肽美冻干粉+肽
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7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沙龙体验套-水润保湿面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7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沙龙体验套-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7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8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兰花开美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84
湖南省纳兰花开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遇芯缘素颜提升套-水润保湿冻干粉+水
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8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素颜提升套-肽美冻干粉+肽美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8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卉妮寡肽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寡肽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寡肽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I型-青春赋活冻干粉+青春
赋活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0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香肩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丝珂头皮舒悦尊享套-薰衣草头皮舒
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6 广州香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兰花开水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8
湖南省纳兰花开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化慈树植萃精华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慈树植萃精华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慈树植萃精华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鲜肌水谜 小分子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30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微肽肌底修护套微肽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34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享受纤纤套舒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42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eto野蔷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53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阿思蔻植萃莹润修护手部护理套盒植萃
丝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6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茶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茶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茶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茵美 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77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美特娇凝色水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79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 雅蜜能量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89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颐养调理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8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水光镜面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01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角质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1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梦媚儿姜艾养护调理套组-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如雪雪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14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35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35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35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富勒烯净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49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芷轩堂积雪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5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 印加果精华懒人霜发膜［懒二
代］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65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丰 蜂胶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69 广州汉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之肌桦树液天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70
广州徽润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卡魅莱臻颜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75
广州卡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可倚净澈清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87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鸿莲凯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鸿莲凯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鸿莲凯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奕自然精粹金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91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7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亮颜臻皙晶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0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纽维潼水光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12 广州澜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丰 人参植物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18 广州汉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哆梦缘早安绿茶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19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鲜派初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20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1酒神）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24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惹恋温变润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3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温变润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3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温变润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3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恩 珍珠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35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哆梦缘早安绿茶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36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菲生姜汁氨基酸滋润黑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47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54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哆梦缘晚安睡莲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65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eze Mil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reeze Mil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reeze Mil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镜面口红（05贝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7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OUSHU欧束缤纷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79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璀璨眼影（01柏林） 粤G妆网备字2018218095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蝶梵希富勒烯早晚小安瓶-富勒烯补水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01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SHAPING ESSENCE 2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SHAPING ESSENCE 2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SHAPING ESSENCE 2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ODY 
SHAPING ESSENCE 2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WISH 黑奢璀璨眼影（02洛杉矶）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2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代斯 净颜调肤四件套 多肽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4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TONIC 
BODY  ESSENCE 4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TONIC 
BODY  ESSENCE 4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TONIC 
BODY  ESSENCE 4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TONIC 
BODY  ESSENCE 4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酷三水润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6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ARONI COLLAGEN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2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深度补水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深度补水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深度补水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思 复活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领思 复活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领思 复活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偏光蓝）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5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艾梦姿调理净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60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珍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珍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珍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补水保湿玻尿酸护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67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尔茜诗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71 广州然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闪耀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7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树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7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7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炫目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8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偏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8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莓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9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蜜恋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9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生物凝胶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194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莉春舒韵养护修护套-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富勒烯早晚小安瓶-富勒烯亮颜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1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植物头发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1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轻盈靓肤双色粉饼（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27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侬娇妍-娇妍靓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眸色逆龄组合-眸色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7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俏腰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俏腰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俏腰紧致套装-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梦幻星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42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梦幻星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42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4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f轻盈靓肤双色粉饼（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52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科普姿紧致嫩肤组合-紧致嫩肤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53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姿补水嫩肤组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55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唐草 造型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1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汉唐草 造型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1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汉唐草 造型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1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草本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蜗牛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蜗牛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蜗牛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 果萃雪颜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颜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颜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6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补水弹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7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紧致嫩肤组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72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丽润 女人香高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84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圣茵美 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88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圣仪轩 青春源菁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89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圣仪轩 幸福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0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29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补水嫩肤组合-补水基本液+修护
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00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滋养透亮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0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深层补水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0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青春亮颜组合-青春亮颜冻干粉+
青春亮颜基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05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眸色逆龄组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6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g niang丰酿丝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丰酿丝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丰酿丝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植物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19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OKYLLE 焕变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焕变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OKYLLE 焕变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普姿眸色逆龄组合-眸色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3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姿提拉逆龄组合-提拉逆龄冻干粉+
提拉逆龄基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6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AP·SCF富勒
烯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2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发掘美美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31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美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31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 补水保湿玻尿酸护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5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π能量肽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56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K紧实妩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65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汉丰 羊奶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69 广州汉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 植物多肽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1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阁兰秀轻盈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2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尔茜诗净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5 广州然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茵美 幸福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77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阁兰秀媚姿保湿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80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DPRETTY逆时光精华液+逆时光蛋白
球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DPRETTY逆时光精华液+逆时光蛋白
球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DPRETTY逆时光精华液+逆时光蛋白
球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FULS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83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侬姣妍-娇妍靓肤套-娇妍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0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梦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梦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梦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  自然精粹透润嫩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4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香芬透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芬透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芬透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柔光羽感定妆散粉（自然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2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柔光羽感定妆散粉（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馨佰花 养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38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佰花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39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佰花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40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42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达维健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71
广州达维健健康工程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 雅蜜亮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91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如雪雪颜润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497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FULS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温润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1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如雪雪颜润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19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可倚清爽盈润沐浴露（金缕梅+小麦
胚芽）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3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九度精油舒缓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42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度舒缓精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4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 水雾亮肤套纳米水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 水雾亮肤套纳米水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 水雾亮肤套纳米水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方通圣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53
广州今安原动力科技有限公
司

普尔茜诗活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56 广州然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可倚清爽盈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57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NANJIMEIJI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60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卉妮晚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晚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晚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焱康姜母原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80
河南省伊叶氏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尊莹红酒葡萄籽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8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兰花开靓肤莹润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593
湖南省纳兰花开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圣茵美 腹部护理能量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00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TOFULS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兰朵 安肤修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10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复活草盈润舒缓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2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伊雪莎多肽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29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ZíFEI兰姬·艾菲水凝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30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三柔亮丝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34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清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清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清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炫彩唇釉（04暖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4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炫彩唇釉（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51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炫彩唇釉（02暗红复古）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5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炫彩唇釉（01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57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善缘花韵舒悦套-柔舒松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59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润活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63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活力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64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木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6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秀堂清透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70 广州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焕颜亮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79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G12密集修护素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82 广州嘎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8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古草花田香膏-暖仙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8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8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密妆乳木果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93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密妆玫瑰亮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97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密妆洋甘菊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698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密妆玻尿酸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02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伊雪莎多肽紧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1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雪莎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1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华浓 金钻贵妇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金钻贵妇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金钻贵妇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院装 轻柔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2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TOFULS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íFEI兰姬·艾菲水凝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4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雅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研修护组合--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8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nedy 清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3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麦仕酷感滋润变色口红 02浅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41 广州市魅男贸易有限公司
金麦仕酷感滋润变色口红 01浅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42 广州市魅男贸易有限公司

MR.WISH玻尿酸高保湿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44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朵菲儿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51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欧孝心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59 广州韩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痘研痘肌净莹组合--痘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60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e gel 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61 广州市煊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樱花香水粉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樱花香水粉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樱花香水粉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绮香漫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绮香漫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绮香漫大马士革玫瑰精粹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院装 水凝露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8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泊泉雅樱花·浪漫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浪漫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浪漫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白玉小唇膏517 粤G妆网备字201821879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白玉小唇膏519 粤G妆网备字2018218802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白玉小唇膏520 粤G妆网备字201821880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NNV臻彩宝石型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881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曼娜皙颜美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4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眼影套盒 M24#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5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眼影套盒 M23#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5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眼影套盒 M21#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5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眼影套盒 M22#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5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媚儿姜艾养护调理套组-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多肽明眸眼部套盒-原浆多元修
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73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莉春舒韵养护修护套-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7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JIMEIJI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79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JIMEIJI苹果嫩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80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JIMEIJI靓颜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81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JIMEIJI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82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润活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8998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活力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00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一笔惊艳酷黑眼线
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05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花田香膏-幽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0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花田润肤香膏-烟栀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0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爆头道康.草本酵素洗发乳止痒 .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0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雪莎舒缓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密妆樱花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4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驻定美丽 奢华微脸嫩肤礼盒 微脸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5
广州精美爆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y Jona 宝贝乔娜千禧全色甲油胶
200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6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浪漫紫）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浪漫紫）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浪漫紫）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植萃清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植萃清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植萃清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 花卉美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绮拉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绮拉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绮拉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 Jona 宝贝乔娜千禧全色甲油胶
240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7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2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护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护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护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3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密妆奢宠臻萃燕窝滋润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39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芙必丽多肽修颜冻干粉（修颜冻干粉+
修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44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芙必丽多肽修颜冻干粉（修颜冻干粉+
修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44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芙必丽多肽修颜冻干粉（修颜冻干粉+
修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44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维潼水光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63 广州澜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亮颜臻皙钻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6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草花田香膏-媚娘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6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契珂肤 紧致凝眸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74 广州善崇贸易有限公司

原水糸氨基酸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76
广州原水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8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芷茉水光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092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樊文花焕采精华乳5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1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艾曼娜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2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之旅雪域舒缓滋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29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天竺葵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天竺葵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天竺葵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橙花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橙花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橙花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柠檬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柠檬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柠檬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清纯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清纯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清纯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3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佛手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佛手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佛手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尤加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尤加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尤加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大西洋雪松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大西洋雪松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大西洋雪松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洋甘菊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洋甘菊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洋甘菊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甜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甜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甜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快乐鼠尾草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快乐鼠尾草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快乐鼠尾草植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依兰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依兰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依兰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薰衣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薰衣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薰衣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罗勒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罗勒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罗勒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49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代颜海藻王小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5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墨舞水痕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5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汛·姜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6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汛·姜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6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汛·姜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6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清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69 广州真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水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水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水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汛·姜汁滋润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8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汛·姜汁滋润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8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汛·姜汁滋润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18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舞悦流光魅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流光魅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流光魅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UTU 墨镜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06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清水草本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16 广州真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清水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18 广州真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OGIS可其氏莹润细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20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卉妮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玻尿酸水光丝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52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蕙漫香柔润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5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臻璨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5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舒慕酷懒人双层双色印章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6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曼娜 黑钻驻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7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葡萄莹透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28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山茶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0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BICVSSOEDUCATION亮颜臻皙晶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1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水解大豆柔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1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泊泉雅 婴儿肌玉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玉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玉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院装 水磷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2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韩婵 水嫩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嫩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嫩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美仕香水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44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草本原液柔嫩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5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科曼迪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359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魅惑润泽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943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尚引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9439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刘倩尔沁肤多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440 广州鑫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娇韵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20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Antifen安缇纷初恋星空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30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婵之迪水润无暇粉底液1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35
广州诺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vmy 致臻美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40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樺蒂 安舒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5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蕾善 合和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6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天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7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阳和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7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六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7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舒展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7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多肽修复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7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玑御养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玑御养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玑御养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花韵套-动能定
养花韵紧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2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花韵套-动能定
养花韵紧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3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花韵套-动能定
养花韵开畅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4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花韵套-动能定
养花韵舒畅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5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关护套-动能定
养关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6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关护套-动能定
养关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7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关护套-动能定
养关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88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姿韵年华 水润保湿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水润保湿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水润保湿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焕颜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焕颜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焕颜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水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水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焦娇美人 赋活水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研黛芙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蓝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蓝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橙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橙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绿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幻采昼夜绿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0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FULS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舒缓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舒缓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舒缓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sail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5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Apple Stem Cell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pple Stem Cell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pple Stem Cell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pple Stem Cell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綵薇堂葡萄柚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54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HERBH2O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56 广州赫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Niacinamid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Niacinamid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Niacinamid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Niacinamid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眼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眼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眼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轻盈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轻盈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轻盈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洋溢生焕颜美肤套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74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pean Garden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86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蒂美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蒂美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蒂美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桂花·轻柔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桂花·轻柔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桂花·轻柔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玉眼部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眼部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眼部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1969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本灵芝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04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欧代斯 净颜调肤四件套 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10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MACY MULTI-FUNCTION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1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鑫ZHIXIN香水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28
广州洛魅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天源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3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贝比婴儿三合一松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44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贝比婴儿三合一松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44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贝比婴儿三合一松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44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京秀白薇焕活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4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山茶花修护方案套（山茶花修护
油+山茶花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蕾善路路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OVER Caviar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aviar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aviar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aviar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EHEBEAUTY ALOE VERA GEL 
(No:08197)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0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ACY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Q10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Q10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Q10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Q10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LOISION  融合九色沁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74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s Zhang雪耳微晶囊面膜三步曲-雪
耳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8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CALODIA KERATIN AND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8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菲 婴儿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90 广州市联田贸易有限公司
悦漾头部护理专属套盒-头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92 广州悦漾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KOOGIS可其氏柔肤多效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97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之谜 清透丝滑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799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菲娜   温泉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01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Zhang雪耳微晶囊面膜三步曲-雪
耳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0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uxi备长炭2件装—备长炭多效净颜
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14 广州市婷黛商贸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HAI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1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金色年华紧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18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OTANO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2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25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DY LAMARR臻颜焕彩气垫BB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27
广州海蒂拉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KOU沿蔻水动力玻尿酸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茉莉花·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茉莉花·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茉莉花·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头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禾HAZIXU 纤丝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3 广州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时代美颜冻干粉套组-美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37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4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47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AOEN二小姐传奇赋美组合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67 广州澳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RRIS 补水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6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 补水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6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 补水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6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Vitamin AC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7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Vitamin AC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7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Vitamin AC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7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Vitamin ACE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7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s Zhang雪耳微晶囊面膜三步曲-雪
耳微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7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卡蒙曼水养活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84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罗卡蒙
曼化妆品商行

Magaree草本植萃角质软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85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雅韩柏丝动感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9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韩柏丝动感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9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韩柏丝动感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9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89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0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04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妍道精研蜂毒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05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MELOISION  名伶 四色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11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淳奢宠紧肤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1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紧肤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1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紧肤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1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NISSIPLUS COLLAGEN ARGA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2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活力健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27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CALODIA KERATIN AND ARGAN OIL 
SPRAY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2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Centella Asiatic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ntella Asiatic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ntella Asiatic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ntella Asiatic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姿腹部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37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滢润水漾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40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巨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4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MASARONI HYDRO COLLAGE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4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TRM高保湿控油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49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清爽沐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55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之谜 自然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56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志鑫ZHIXIN小黑裙迷浪丰盈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58
广州洛魅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TalkPro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祛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6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6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ARONI COLLAGEN ESSENCE PRECIOUS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7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护发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72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SARONI KERATIN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8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8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欣修护精华套组-暨欣修护精华冻干
粉+暨欣修护精华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91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花肽靓肤花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19994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泰莉萨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ESAN’QUEEN优肌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3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CALODIA KERATIN AND ARGAN OIL 
LEAVE-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密儿不妖雪玉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08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真之美野菊花活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1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淡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植物多酚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植物多酚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植物多酚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淡茚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17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若赋活肌密精华三件套 赋活肌密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1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丝缇 臻源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6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睛彩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睛彩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睛彩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Breast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Breast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Breast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Firming Slimming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Firming Slimming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Rose Firming Slimming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斯茗晶纯臻颜复活草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4 广州李晴商贸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米 魅力紧致套-臂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米 魅力紧致套-臂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米 魅力紧致套-臂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度身体滋养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38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LOTANO COLLAGE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4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H2O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52 广州赫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礼蔓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黛礼蔓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黛礼蔓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婵姿背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SLIM 
PRO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SLIM 
PRO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SLIM 
PRO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SLIM 
PRO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ssorted Ampoules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ssorted Ampoules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ssorted Ampoules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ssorted Ampoules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PROR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PROR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PROR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BODY DYNAMICS BUST 
PRORGRAM KIT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hios Mastih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hios Mastih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hios Mastih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hios Mastiha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人参凝时修护活肌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75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MR.WISH玻尿酸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7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韩达美淇艾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83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NICO 琉光奢润口红（07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85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樺蒂 安肌萃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8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樊文花掌叶树原液亮眼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9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BESDAIR贝诗黛儿水漾保湿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93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法则 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098
广州日月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e Belle纯萃倾柔奶油唇膏 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00 广州兰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MZ FANMEISHI水漾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水漾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水漾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USHI阿慕施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21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Eurovmy 致臻嫩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23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人参凝时修护活肌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1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AOHOUFUTURE富勒烯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3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鸾姿保加利亚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鸾姿保加利亚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鸾姿保加利亚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莲头部养护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免洗护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57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 Belle纯萃倾柔奶油唇膏 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62 广州兰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 Belle纯萃倾柔奶油唇膏 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65 广州兰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 Belle纯萃倾柔奶油唇膏 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66 广州兰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氨基酸温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69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姬蔻烟酰胺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姬蔻烟酰胺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姬蔻烟酰胺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乳木果滋养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88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净润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0191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润菲 婴儿大米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01 广州市联田贸易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柔润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19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颜雪御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20
广州珂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NISSIPLUS COLLAGEN ARGA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2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OISION  坎加美学 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24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人关清浅亮肤粉底液 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32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素颜提升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3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SSIPLUS PURE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3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持久保湿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持久保湿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持久保湿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活力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活力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活力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多肽玻
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多肽玻
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多肽玻
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多肽焕颜套 多肽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2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山香沉沉香恒美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306
广东沉香山沉香发展有限公
司

i-Softto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33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乙基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33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KIMUSE纹身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0369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vmy 致臻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574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娜时空舱冻干套膜-焕颜修护冻干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591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代斯 净颜调肤四件套 净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594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姣妍-焕颜靓肤套-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59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然美靓颜活肤套-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0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漾头部护理专属套盒-头部舒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31 广州悦漾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红石榴植萃冻干粉组合 红石
榴植萃冻干粉+多效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3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积雪草植萃冻干粉组合 积雪
草植萃冻干粉+多效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3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姿眸色逆龄组合-修护冻干粉+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40 广州莱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院装 蓝甘菊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5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2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2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2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韵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5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韵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5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韵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65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芳玉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韵泉倍润修护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3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韵泉倍润修护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3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韵泉倍润修护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3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arpa补水修护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5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玉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8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8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78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纷莹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8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龄立体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85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清透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清透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清透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仙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9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仙净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6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仙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青春知己洋甘菊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4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欧佩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6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佩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6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佩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6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室翁依源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玉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0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修护新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1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美人关清浅亮肤粉底液 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24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SAN’QUEEN优肌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26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忆美橄榄精华美肤润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37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石室翁根源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3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樺蒂 滋润手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41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樊文花保湿啫喱面膜（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44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海葉神藻海藻根源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54
广州富集峰升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颜荷时光琉璃礼盒-颜荷时光琉璃焕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61
广州市梦兮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诺妮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诺妮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诺妮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塑焕颜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70 广州法塑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仙滋养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9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立美琦水肌养护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93 广州曙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HLIA艾诗莉娅净化排浊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HLIA艾诗莉娅净化排浊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HLIA艾诗莉娅净化排浊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7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鑫ZHIXIN香凝润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04
广州洛魅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荷时光琉璃礼盒-颜荷时光琉璃焕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05
广州市梦兮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加颜荷荷巴舒缓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1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诗深层净化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15 广州懋诗美发用品有限公司

FUYOUNA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20
广州梓芝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之谜 谜之魅力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24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纤巧细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3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ROMACY MULTI-FUNCTION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人参凝时修护活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44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VALOTANO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4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ACY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5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5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多效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64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多效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64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多效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64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妆白松露·纯皙光泽丽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75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悦宝莱 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90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艾曼娜 驻颜呵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89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加颜桃花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0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扬大理石天鹅绒润唇膏 520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1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次元小红唇唇膏M06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37
广州萌次元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XIBEIBEI熙蓓贝富勒烯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38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urovmy 柔亮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43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 印加果精华柔顺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44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紧致毛孔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5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仕玛吉 玻尿酸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59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Eurovmy 水漾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60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提亮活肤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76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rpa润泽保湿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78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rpa净肤舒缓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81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尼斯曼姿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尼斯曼姿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尼斯曼姿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净颜修护精华粉+ShineNa亮肤
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95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禾HAZIXU 淘米水糯米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0997 广州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5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5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05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之谜 速干美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11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凯曼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16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营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1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营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1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淳奢宠营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1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之谜 纤长卷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22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依侬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2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圣仙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2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urovmy 润泽滑肤凝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40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侬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4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eef炫目晶彩四色眼影04烟熏盛会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44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圣仙修颜舒缓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4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萨依侬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4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ousail 亮颜补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5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萨依侬苹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高蕴多肽丝质修护臻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多肽丝质修护臻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多肽丝质修护臻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VIANf 原花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原花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原花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葡聚糖毛孔收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葡聚糖毛孔收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葡聚糖毛孔收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侬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7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施泉水眸焕采晶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水眸焕采晶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水眸焕采晶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侬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Eurovmy 焕采户外娇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5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ACY KERAT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8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纯净菁华晶润遮瑕粉底液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2109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ROMACY SPRAY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0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CALODIA KERATIN AND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0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纯净菁华晶润遮瑕粉底液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0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萨依侬复活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0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耀爆头道康.草本酵素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28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舒畅紧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32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3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植萃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35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净透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3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Y WEISS极修修护伴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51 广州易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仙靓润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5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仙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5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仙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6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仙亮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6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修护菁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69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甄肌灌肤氨基酸嫩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75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Eurovmy 柔亮嫩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181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使俏妈咪倾城之恋组合套出水芙蓉净
化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10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芮思植物亮肤套-博芮思调和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20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植物亮肤套-博芮思焕颜臻萃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21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植物光感套-博芮思调和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24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舒缓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沁透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臻养舒缓修护套舒缓水润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锁水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莹润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安肤舒缓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3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焕颜套 酵母六
胜肽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川京秀全年畅享皮肤管理套--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全年畅享皮肤管理套--玻尿酸亮
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妤婕多肽明眸眼部套盒-沙棘水润原
浆按摩乳+青春眼部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8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多肽明眸眼部套盒-沙棘眼部基
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4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INN 调理营养套-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55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调理营养套-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56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馨锦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6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RYDERM耀眼明星彩妆套盒-耀眼明星
珠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1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ORYDERM耀眼明星彩妆套盒-耀眼明星
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2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 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4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乳香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5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丝滑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6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397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纯优享原液套盒-润纯优享多分子玻
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00
广州欢乐时尚购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润纯优享原液套盒-润纯优享保湿修护
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01
广州欢乐时尚购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迪宝芙多肽修护粉组合-多肽修护粉+多
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10
广州市白云区迪宝芙美容中
心

奈华·奥斯美弹力拉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16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Magaree草本植萃润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19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V百变小仙女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27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美沁颜焕彩嫩肤青春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28
广州市华瑞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厚海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iPlus魅莉嘉芬 生物活性莹润胶原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iPlus魅莉嘉芬 生物活性莹润胶原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iPlus魅莉嘉芬 生物活性莹润胶原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极魅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56 广州泽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6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6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68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迅美多肽修护冻干粉+迅美多肽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78
广州迅美原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奈儿玫瑰精油水漾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9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致妍触感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9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CARE 哲科蜂胶黑头导出鼻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93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 致妍平衡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9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蕾姬璀璨晶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499 广州超护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依芙曼 童手童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0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MISShuda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0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玻尿酸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1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透明质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13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可颜珍珠燕窝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19
广州市微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奢靡黑色魔法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3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CARE 哲科蜂胶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39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儿 大马士革玫瑰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41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4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4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4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闺蜜水多多沁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53 广州鑫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葆丽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57 广州涵翔化妆品有限公司
AQ海洋温和净颜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60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蕊丝花润泽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87
广州美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乳木果水光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乳木果水光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乳木果水光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玫兰美颜裸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596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蓝铜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09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点点美莹润靓肤套-点点美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10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天密码轻奢多肽套-柒天密码多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16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斯美修护套--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17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滋养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1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滋养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1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净透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2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修护套--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2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LINN 玉洁平衡套-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28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洁平衡套-丝柔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29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润调理套-调理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3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润调理套-赋活柔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3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同玺堂 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玺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礼蔓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黛礼蔓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黛礼蔓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御研堂活漾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活漾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活漾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茵美 滋养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4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苗塑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玉妍臻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75 广州睿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76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益笙滋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95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臻致修护粉+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96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臻致养护粉+臻致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97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益笙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698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益笙滋密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00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16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牧天香肽修护肌底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龙牧天香肽修护肌底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龙牧天香肽修护肌底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渼源魅力润泽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2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诗蔻闪耀璀璨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27 广州欧媚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雪绒花纯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39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丹能香氛水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40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41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ESTGIRL驻颜精粹修护精华液+驻颜蛋
白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46 广州维医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姿韵年华 牛油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5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牛油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5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年华 牛油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5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莱美玻尿酸固态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58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苹果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59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清润舒缓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6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摩洛哥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64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苏莱美蜗牛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79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净颜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80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沁透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796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亮颜臻皙钻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0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AN’QUEEN优肌修缮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4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岁堂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岁堂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2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妮兒水嫩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3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4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溪蕾微微一靓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44 广州洁溪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3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5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香氛秘语清香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60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ESLAB盈润滋养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61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次元小红唇唇膏M05 粤G妆网备字2018221862
广州萌次元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舒肩宝白藜芦醇提拉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27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萌次元小红唇唇膏M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28
广州萌次元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ShineNa光感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30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尚引清颜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35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抗皱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36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美尚引焕彩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0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活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博丽彤润肌嫩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博丽彤润肌嫩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博丽彤润肌嫩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雪肌多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雪肌多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雪肌多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RO姝若蜗牛祛痘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57 广州川舜贸易有限公司

YUANYA园娅修护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0
广州品莱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厘岛氨基酸水光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清透亮采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3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 灵兰若水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灵兰若水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灵兰若水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净化清透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净化清透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净化清透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通调放松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通调放松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通调放松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植肌研 多肽胶原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72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garee草本植萃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75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斯贝儿维生素保湿舒缓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7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SkinTalkPr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8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8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8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引靓颜倍润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82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立美琦水肌养护冻干粉+水肌养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87 广州曙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美琦肌因动态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97 广州曙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FULS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1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漫香金箔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0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玫瑰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玫瑰花油香氛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0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奇异果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绯稻谷多效天然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19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ANYA园娅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20
广州品莱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卉妮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妮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玑芙水感沁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3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3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3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3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维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7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维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7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维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7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G星空哑光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75 广州源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 清凉薄荷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7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娜娜水漾遮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遮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遮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CARE 哲科蜂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2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悦妈妈 紫苏抚触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4 广州绿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黑头清洁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8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苹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0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净颜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1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叶草洋甘菊轻柔身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2
广州花间小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肽酸酶原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肽酸酶原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肽酸酶原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颜润植物活肽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09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 花漾丝绒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花漾丝绒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花漾丝绒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2限量999）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2限量999）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2限量999）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ANZDAO莹润智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08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1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恩颜玻尿酸蚕丝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14
广州希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1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蜗牛补水润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W多效童颜焕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5 广州欧冉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璀璨透亮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觅萃奢华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37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美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40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4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蜗牛原液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4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倾慕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5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qcover眼绎睛彩睫毛膏NO.2772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qcover眼绎睛彩睫毛膏NO.2772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qcover眼绎睛彩睫毛膏NO.2772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美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60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曼诺六胜肽润泽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6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ESTGIRL驻颜精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67 广州维医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YHCSS湿发护理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69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闺蜜水多多沁肤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72 广州鑫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深层护理水润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73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豫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74
诗妮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WISH男士劲能竹炭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76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男士劲能香氛释放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7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觅萃多效滋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80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粉丽炫 嫩透亮保湿隔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8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乐婴氏 蚕丝蛋白婴儿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188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俏美水光焕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27 广州康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luxi备长炭2件装—备长炭毛孔净透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36 广州市婷黛商贸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4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4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4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颜世家蜗牛精华深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42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H2O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50 广州赫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之艾紧致冻龄肌底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56 广州乐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ZDAO莹润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57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若兮光甘草定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61
广州市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sail 肌肤平衡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65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婕尔蜗牛精华深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75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妃唇部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7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四季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7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四季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7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四季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7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缘丽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87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玺优品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29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情悦幻影魅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1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至麟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28
广州美上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甄蜜水漾美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35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薇尔莹润美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46 广州希薇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达成永康植萃老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49 广州誉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亮颜臻皙钻采眼部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51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尚姿彩丝柔靓妆隐形蜜粉BA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62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芭厘岛水光粉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6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 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7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 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7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 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7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薇尔多肽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83 广州希薇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尚姿彩丝柔靓妆隐形蜜粉BA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2386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苏莱美净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15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17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玻尿酸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20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 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 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 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土方生姜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28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达XINYANL多肽酶冻干粉+XINYANL多
肽酶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多肽酶冻干粉+XINYANL多
肽酶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达XINYANL多肽酶冻干粉+XINYANL多
肽酶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柔呵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蜗牛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4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底妆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底妆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底妆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保湿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41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宝尚姿彩丝柔靓妆隐形蜜粉BA03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42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樊文花鼻膜三步曲-导出黑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4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苏莱美蜗牛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47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48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杜松果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杜松果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杜松果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迷迭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迷迭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N.HEBE奥丁赫柏迷迭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5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少阳温护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86
广州神山大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军锐生物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90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军锐生物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491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嘉兰街五号氨基酸清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0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雅尼贝诗舒缓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尼贝诗舒缓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尼贝诗舒缓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尼贝诗多效水润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尼贝诗多效水润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尼贝诗多效水润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绿草元紫苏·板蓝根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紫苏·板蓝根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紫苏·板蓝根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YZK 桑元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桑元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桑元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54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TORYDERM耀眼明星双头眼妆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2694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美童颜焕颜乐享套--修护冻干粉+修
护液+修护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0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液+
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0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斯美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液+润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17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臻养舒缓修护套舒缓美肤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2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ozon仙人掌多重滋养锁水套盒-仙人
掌多重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25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ozon仙人掌多重滋养锁水套盒-仙人
掌多重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26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千树净化温养套净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28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空间瓷肌润颜美肌套瓷肌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30
广州九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魔法空间瓷肌润颜美肌套瓷玉美肤霜
（晚）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31
广州九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魔法空间瓷肌润颜美肌套柔润铂金补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32
广州九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魔法空间瓷肌润颜美肌套玻尿酸臻颜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33
广州九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魔法空间瓷肌润颜美肌套瓷肌润颜霜
（早）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34
广州九荟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闺蜜卫士水氧毛孔洗澡套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43
欧米（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whispery胶原多肽尊享套-胶原多肽修
护冻干粉+胶原多肽修护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45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微肽肌底修护套微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4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温润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52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乳香精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753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天使俏妈咪倾城之恋组合套倾城之恋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18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若兮夏日水漾防护组合多效舒缓修护
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1
广州市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ZDAO智妍莹润修护组合-莹润修护精
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2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ZDAO智妍莹润修护组合-莹润智妍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3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ZDAO智妍莹润修护组合-莹润修护肌
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4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ZDAO智妍莹润修护组合-青春赋妍弹
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5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士妍肌妍丽肽冻干粉组合（多效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26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B Ciel经典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3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Selchmet菲米迦嫩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44 广州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妮兒 双重光感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4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贝娜斯去黑头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53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之美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54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亿莲雅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5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蜜桃滋养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61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芳玉洋甘菊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6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洋甘菊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6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洋甘菊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6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涵蛋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1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涵牛油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2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玫瑰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柔修颜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懂彩倍润弹力焕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77 广州懂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yrenica地中海苦橙花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82 广州端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iiZ缇姿净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8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优理氏密集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8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鼻膜三步曲-毛孔收缩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9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鼻膜三步曲-吸出黑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89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燕雅婕 养颜保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养颜保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养颜保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HOUFUTURE富勒烯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09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1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1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净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1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蜜水漾美肌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16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玻尿酸净妍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19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泊蝶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樱桃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2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水光裸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30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银箔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3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32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水润透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3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AIRBOOM   滋养香芬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38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十三郡主调理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40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能香氛滋养柔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41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 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45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泰·养颜海藻颗粒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46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能香氛臻萃柔嫩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49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薰衣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胶原弹力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5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unyouface 璀璨素肌光感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66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funyouface 璀璨素肌光感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66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funyouface 璀璨素肌光感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66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十三郡主海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69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妍奢华精粹深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2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儿苦橙花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3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欧然精灵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然精灵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然精灵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采儿舒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5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盖佶麟盈润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佶麟盈润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佶麟盈润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7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斯蓝斯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80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丹能香氛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2996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巨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04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蜜桃高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0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COCOAIRBOOM   滋养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13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14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密集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密集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密集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飞露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飞露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飞露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雪莉米子玫瑰清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4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5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亿莲雅莹润水动力保湿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6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贝缇保湿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69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裸瑟柔雾柔亮持色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7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净颜多肽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7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净颜多肽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7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净颜多肽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7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樱花水嫩凝胶软膜（补水保湿）
+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73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酷三轻盈动感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93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芦荟海藻凝胶软膜（水润幼龄）
+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3098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SD东方公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东方公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东方公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粉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粉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丝滑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0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清透修颜双管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修颜双管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修颜双管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清凉幽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清凉幽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清凉幽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1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俏俪娅玫瑰亮颜凝胶软膜（亮肤净颜）
+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24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2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2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27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HERBH2O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29 广州赫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雏菊修护凝胶软膜（舒缓修护）
+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2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竹炭平衡控油凝胶软膜（细毛孔
控油）+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39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橙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橙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紫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紫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Cyrenica 摩洛哥坚果修护润泽霜（清
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49 广州端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eetDay柚子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54 广州看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还原酸受损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5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还原酸受损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5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还原酸受损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5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柔顺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柔顺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柔顺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6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男士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男士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男士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修护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修护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修护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净 草本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7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 樱花雪肌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渼丝必停清爽光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7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8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迪蕾茜悦颜控色定格BB霜01#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90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9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9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邑氨基酸燕窝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19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丽雅 无影印身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01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可卸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特色甲油胶（猫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特色甲油胶（猫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1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胧桜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22 广州翎胧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三轻透湿发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34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丽堂黄金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3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翎胧日系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37 广州翎胧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娇顔无痕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4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十三郡主决明子维他命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49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索马里乳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52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盖佶麟清肌净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6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佶麟清肌净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6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佶麟清肌净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6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小花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69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意大利永久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77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御养芊棠聚元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89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聚元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0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胸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1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胸部保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2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3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玉韵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4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玉韵温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5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6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绣行御养护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善颐堂 沉香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298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女性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草本莹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女性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0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丽堂老姜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1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草本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1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眼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25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2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面部调理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面部调理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面部调理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腰部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腰部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腰部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春意盎然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春意盎然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春意盎然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凰巢醉花因益笙颜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36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仪轩 玉峰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43
广州市华彬商务咨询有限公
司

十三郡主维他命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44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源姿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弥仁堂能量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57
慧和经络（广州）健康产业
管理有限公司

弥仁堂能量霜I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58
慧和经络（广州）健康产业
管理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6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6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芯动力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4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能香氛臻萃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6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赋活紧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7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妮兒 鱼尾纹淡化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8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妮兒 眼袋收紧按摩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8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薇诺诗珍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385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06
广东红头船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薇诺诗净畅草本平衡套清悦净畅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49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诺诗净畅草本平衡套清悦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0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诺诗净畅草本平衡套清悦净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1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关护套-动能定
养关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2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佳人香集颐养调理套组-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护理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清养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清养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清养护理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堂私密花园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私密花园养护套-养护暖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活养护套-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梵蜜皙 奢龄焕颜五件套-奢龄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486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清润养护套——清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清排通养套清排通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26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清排通养套清排通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27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清排通养套清排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28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滋养紧致套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29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净化温养套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31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安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4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黛臻美无暇靓肤套盒焕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58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黛臻美无暇靓肤套盒焕新蓝酮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59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LINN 至臻会员套-滋养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6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至臻会员套-润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6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洁平衡套-净养娇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63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至臻会员套-赋活柔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64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舒美套-舒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昀和胸部韵润套-韵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补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多肽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多肽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舒缓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7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肌密补水套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莹润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7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淡茚修
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8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肌密补水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81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多肽修护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8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焕彩净透修护套多效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8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赋颜微雕套多肽冻干粉+
多肽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58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美魅珂弹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35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溪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5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银耳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56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胶囊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57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皮肤表层修护冻干粉套-皮肤
表层修护冻干粉+皮肤表层修护冻干粉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5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爱与和谐净肤瓷肌套盒-净肤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79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 轻龄辅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81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吉溪坊姜养调理套组能量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83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溪坊姜养调理套组姜艾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84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699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魔法刷无暇双头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3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粉色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1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桃红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2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绿色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3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嫣红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4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蓝色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5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SMIKIDS 水性指甲油套盒 黄色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6 广州指匠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靓颜活肤套-青春修护冻干粉+青
春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6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御养调理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御养调理套-能量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御养调理套-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 清净舒通调理套-清净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7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肌活肽舒缓组合-肌活肽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8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逆龄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9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姿思妮桃之夭夭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92 广州汇贸优商贸有限公司
WEHEBEAUTY补水芦荟胶(No:08197) 粤G妆网备字2018223795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玫瑰嫩肤细滑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0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玫瑰嫩肤细滑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0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玫瑰嫩肤细滑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0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通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09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牛油果修护臻
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1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牛油果修护臻
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1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牛油果修护臻
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1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樱花滋养润泽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樱花滋养润泽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樱花滋养润泽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红石榴鲜活莹
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红石榴鲜活莹
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童鸟语花香手霜礼盒 红石榴鲜活莹
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vmy 柔亮嫩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5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瞬盈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27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妮茜雅定制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32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香纯儿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33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塔爾草牛油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35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慕兰熙 蜗牛原液冻龄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38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熙 蜗牛原液还幼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40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雅韩柏丝润色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4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韩柏丝润色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4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韩柏丝润色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4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慕兰熙 蜗牛原液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49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思妮暗里着迷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54 广州汇贸优商贸有限公司

爱格优品玻尿酸水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59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倍享受玻尿酸补水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65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姿 植物青春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66
广州亦德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慕兰熙 蜗牛原液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75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 红酒多酚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 红酒多酚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 红酒多酚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7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熙 蜗牛原液亮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79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弹力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弹力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弹力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8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0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蔓尼诗眼部细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16 广州益禾实业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娇颜无痕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21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维潼草本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5 广州澜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家物语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8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家物语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8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家物语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38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綵薇堂草本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綵薇堂草本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3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滴恩美美颜奇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8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肌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肌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肌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引祛痘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68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光感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70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花源舒缓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73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鲜润焕颜补水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8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温泉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温泉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温泉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妳语 无香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9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无香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9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无香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399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研秘极 多肽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 多肽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 多肽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田材夕美丽公主蜗牛原液亮肤水润蚕
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美丽公主蜗牛原液亮肤水润蚕
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美丽公主蜗牛原液亮肤水润蚕
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0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妮茜雅定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27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29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倍享受玻尿酸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34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宜V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35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美堂舒爽精萃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4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芭蕾净透补水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芭蕾净透补水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芭蕾净透补水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OLING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2 广州魔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收缩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收缩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收缩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修护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修护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修护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修护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LOFIL SILKY SMOOTH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妳语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4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4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4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7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燕窝精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80 广州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妮茜雅定制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84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爾草山茶花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094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obGZ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03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NG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12 广州魔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雪薏仁晶透水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薏仁晶透水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薏仁晶透水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盈润奢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26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丽润 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30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娇颜无痕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3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AIL ESSENCE &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AIL ESSENCE &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AIL ESSENCE &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madorn 瑾妆 蜗牛原液补水嫩滑蚕丝
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4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丽润 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49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YIBAODI伊宝蒂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7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亦娅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77 广州活泉日用品有限公司

奢·水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83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D燕窝萃取寡肽冻干粉+赋活新透美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84 广州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塔爾草乳香舒颜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89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艾家物语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家物语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家物语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莱蔻氨基酸滋养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94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莱妮保湿润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199 广州长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莱妮清润皙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02 广州长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美魅珂润泽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08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LISPRING亮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09 广州天玑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娜缇 肩颈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13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丽柔巨补水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14 广州葆丝贸易有限公司

千绯燕窝洁净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16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亦娅玻尿酸安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18 广州活泉日用品有限公司

茹妆柔润丝绒唇膏11.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0
广州市美诗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SV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2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耀爆头道康.草本酵素洗发乳滋养 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3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茹妆柔润丝绒唇膏13.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4
广州市美诗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肤宜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5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秀玫瑰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6 广州彩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婷蒂兰保湿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28 广州市米美广告有限公司
DSV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30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麦克侬马油小黄管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3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马油小黄管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3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马油小黄管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3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娇颜无痕弹嫩眼部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3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C玻尿酸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4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玻尿酸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4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玻尿酸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4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莱美红樱桃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59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茹妆柔润丝绒唇膏14.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61
广州市美诗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必美玻尿酸水光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64
广州诺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丽润  舒缓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73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海老泉植萃肌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74
广州市海老泉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科博颜青春肽染露雪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77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茹妆柔润丝绒唇膏1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82
广州市美诗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莱蔻氨基酸柔亮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8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 雅蜜深层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91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2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莱蔻氨基酸丝滑嫩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01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花源水润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02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 多肽睛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1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肽净芳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2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虞美姬 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 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 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茹妆柔润丝绒唇膏15.铁锈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17
广州市美诗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缇雅 · 香集肌底焕颜露（玫瑰水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23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25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水漾小清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阿缇雅 · 香集 肌底水光保湿乳（薰
衣草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46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美颜琼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4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4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4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 · 香集肌底水光保湿乳（玫瑰
柔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0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妃溪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引多元滋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5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博莱蔻氨基酸修护营养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5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迪丝淘米水水润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97
广州罗曼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阁兰秀媚姿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398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靓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00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花漾水漾娇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花漾水漾娇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花漾水漾娇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鲜润焕颜补水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1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芙拉夏雪片莲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18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伯美人补水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2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同秀堂草本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1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丹娜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2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氏明心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4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盈润水感润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6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补水还原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8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补水还原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8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氨基酸香氛补水还原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38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芙拉海茴香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50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55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舒丹多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63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芙拉天女木兰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71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澳舒丹凝时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74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妮茶籽净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79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参延龄参延潽斯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8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延龄参延潽斯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8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延龄参延潽斯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8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延龄参延潽斯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8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舒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8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丹娜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90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 钻玫瑰原液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49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SFOXC恒润补水保湿莹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500
广东仙草石斛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ie-Thérèse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501
广东玛丽塞瑞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Softto 左旋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51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韩斯美焕颜乐享套---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571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斯美修护套--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57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净肤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0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安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0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清肌紧致养护套清肌润颜安肤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0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清肌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0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靓颜净肤滋养套活颜嫩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0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迪蕾茜悦颜控色定格BB霜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21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迪臻颜致美养肤套组-臻颜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22 广州臻姿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使俏妈咪魅力源泉组合套魅力源泉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79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使俏妈咪轻松畅优组合套轻松畅优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0
广州康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芝荟 暖通魅力调理套-暖通魅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润养精华调理套 -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培源养颜调理套-培源养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然之谜 臻透净颜卸洗套组 备长炭吸
吸卸妆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6
广州市魅众化妆用品有限公
司

束然之谜 臻透净颜卸洗套组 朝九晚五
按摩洗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7
广州市魅众化妆用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净化温养套养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8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千树滋养紧致套温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89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扶方程亮肌玉颜焕肤套亮肌玉颜焕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9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扶方程亮肌玉颜焕肤套亮肌玉颜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91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扶方程亮肌玉颜焕肤套亮肌玉颜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69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CEIVE 康诗薇多维紧塑套-紧塑舒安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28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CEIVE 康诗薇多维紧塑套-紧塑舒安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30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CEIVE 康诗薇多维紧塑套-多维紧塑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31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CEIVE 康诗薇多维紧塑套-多维紧塑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32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溪坊姜养调理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35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溪坊姜养调理套组能量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36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丝缦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70
广州美哒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FEATURES 氨基酸水嫩方组合-氨基酸水
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多效魅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多效魅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多效魅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老泉蓝铜肽赋活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80
广州市海老泉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JDREAM贵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7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ke清克植萃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11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DELOFIL SILKY SMOOTH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1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VITAMIN HAI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1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COLLAGE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2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PURE REPAIR SULFATE FRE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3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COLOR DETANGL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3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PROTECT COLO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4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P.P.T CONDITIONE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5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PROTEIN DOUBLE TREATMENT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5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正活力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71 广州皓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畅妆柔滑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74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N红颜知己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77
广州市潮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弘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弘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弘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染烫后润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85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三郡主牛油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87 广州植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尚引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2 广州叁和医药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洋甘菊纯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5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XWX氨基酸干枯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7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丽柔营养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898 广州葆丝贸易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葆丽柔倍柔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10 广州葆丝贸易有限公司

康迪丝生姜强韧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13
广州罗曼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丝欧生姜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14
广州宏欧商品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2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灰姑娘的秘密祛痘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灰姑娘的秘密祛痘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灰姑娘的秘密祛痘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XWX修护干枯滋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6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3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韓之密語燕窝多肽沁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2 广州韵妍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活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葆丽柔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5 广州葆丝贸易有限公司
DELOFIL PROTECT COLO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客创良品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7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来魅玻尿酸水光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49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来魅水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50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璐莉舒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56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水肤雅御庭兰花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4971 广州大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0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0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0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益之源蚕丝蛋白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09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 gel 甲油胶（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17 广州市煊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轻盈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1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优能畅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3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姜畅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5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6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姜畅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优能畅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78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妍堂 易和热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妍堂 易和热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妍堂 易和热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瓷娃娃净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绿茶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绿茶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绿茶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妃溪 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姑娘蚕丝轻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8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ODIY明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明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明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8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纤岚优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纤岚优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纤岚优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茵妆玻尿酸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98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温妮泉玻尿酸补水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09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纤岚优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0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纤岚优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0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纤岚优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0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温妮泉洋甘菊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03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蜜艾坊藏元艾草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2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艾坊艾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2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艾坊腰腿艾草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艾坊腹部艾草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2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美尚族净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38 广州梦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美尚族清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39 广州梦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美尚族清畅舒馨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0 广州梦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美尚族臻舒精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1 广州梦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肩颈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尊宠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闪 钻还原蛋白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5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藜娜雾感无瑕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154 广州恩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美慧 淋漓尽致通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17
广州珺美慧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AIVLINGN免加热颐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1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雅颜美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雅颜美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雅颜美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丝薇儿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丝薇儿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丝薇儿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1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姿阁植物元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艾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恒久美肌润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恒久美肌润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恒久美肌润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phen 花蕊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8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Maxphen 花蕊草本护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49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Maxphen 花蕊嫩肤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50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LA MAROON香氛保湿沐浴露（半岛海风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54 广州友米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H2O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60 广州赫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粉丽炫 矿泉活氧水嫩凝露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6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国AET修复抗皱蚕丝面膜 (黄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修复抗皱蚕丝面膜 (黄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修复抗皱蚕丝面膜 (黄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颜如妖深层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2
广州顺红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曦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5 广州雅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粉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7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泰国AET靓肤保湿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8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靓肤保湿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8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靓肤保湿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8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诺蔓尼诗眼部能量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292 广州益禾实业有限公司
活露泉金泊水光保湿啫喱+植物氨基酸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07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枯黄修护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枯黄修护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枯黄修护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枯黄修护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亮颜美肤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亮颜美肤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亮颜美肤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娜薇 植萃水润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22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Neige青春动能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30
广州一光年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菲妮格瓷娃娃多肽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4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红酒靓颜水光凝胶+植物氨基酸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42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希婕美肌花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49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源姿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希婕儿童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56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妍皙瓷肌焕颜美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6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善染烫后修护润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66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细胞之匙密集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6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丽柔牛奶香氛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69 广州葆丝贸易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8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8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8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束 婆娑光影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84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慧乔燕窝精华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86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MAROON香氛修护洗发露（半岛海风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96 广州友米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纷芳滋润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398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控油去屑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控油去屑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控油去屑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控油去屑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然美美颜冻干粉+美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5 广州暨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07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幻萱艾叶檀香嫩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1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滋养修护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1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皙颜修护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2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YISHANG 懿尚活氧饱水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34 广州鑫耀化妆品有限公司

Dajiaguixiu水漾焕颜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4
大佳闺秀美容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淑恩洋甘菊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洋甘菊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洋甘菊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AAS 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4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BC蘑法美颜气垫CC霜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50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玫瑰焕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5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Dajiaguixiu水漾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59
大佳闺秀美容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新颜沁润亮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6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范希婕氨基酸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71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媛活氧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8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蘑法美颜气垫CC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87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来魅焕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89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玛迪红嫩悦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90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雅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491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契珂肤 壳聚糖水光修护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01 广州善崇贸易有限公司
甄蜜水漾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14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简主义洁面清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15 广州至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1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hashitomi   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ashitomi   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ashitomi   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多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30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蕾卡 轻彩绚舞四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41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岚魅密罗木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45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琲润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46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NLANNISTES多肽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47 广州瑞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AREINA 爱慕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57 广州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皙 微肌焕妍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58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面桑蛋丝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61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必美备长炭清肌嫩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65
广州诺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月坊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7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月坊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7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月坊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7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yrenica摩洛哥坚果修护润泽霜（滋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75 广州端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ousail驻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7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范希婕氨基酸修护洗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82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肤雅御庭兰花多效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92 广州大河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 · 香集至臻肌底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93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美韵森净颜润肌碳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96
广州美韵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韵森多肽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598
广州美韵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TO肌底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02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甄蜜水漾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03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玻尿酸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05
广州市美甄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洁芙泉  男士清爽控油祛痘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男士清爽控油祛痘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男士清爽控油祛痘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 谷胱甘肽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13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魅密罗木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28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42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熙皙 植萃倍润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51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纯皙炫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5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6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6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6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唐秀凝爱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68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芽婴儿舒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71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凰巢 花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94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水光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水光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水光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芽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699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甄蜜水漾凝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0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蜜水漾美肌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3 广州尚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宝蓝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宝蓝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宝蓝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飘婷水漾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水漾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水漾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荃美肌赋活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08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咪芽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11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泊泉雅 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黑头清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幽草男士活力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2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abeauty ADVANCED DEEP HYDRATING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ADVANCED DEEP HYDRATING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ADVANCED DEEP HYDRATING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UBB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UBB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UBB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5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倾城丽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eguess Hyaluronic Acid Serum 
Professional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eguess Hyaluronic Acid Serum 
Professional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eguess Hyaluronic Acid Serum 
Professional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倾城丽肤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角范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69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淑恩马鞭草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马鞭草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马鞭草多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涂抹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涂抹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涂抹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abeauty ADVANCED AGE CONTROL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ADVANCED AGE CONTROL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ADVANCED AGE CONTROL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同秀堂草本植萃赋活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9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皙 微肌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799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植萃能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0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植萃能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0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植萃能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0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五谷蛋白初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0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GOL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GOL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GOL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植蓓洗卸养三合一净颜纸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1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盈润舒爽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6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玛诗妤玫瑰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17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RIDDLE SECRET 泊醇百变植物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23 广州唯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翎胧日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27 广州翎胧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WE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L'IWE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L'IWE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SCC MOISTURE AND HYDRATIO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SCC MOISTURE AND HYDRATIO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SCC MOISTURE AND HYDRATIO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3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红参元气套盒-红参元气
活氧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酵母营养亮颜安瓶礼盒-酵母
营养亮颜安瓶精华液（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红参元气套盒-红参元气
活氧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红参元气套盒-红参元气
活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ESHE I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SHE I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SHE I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SHE CHERRY BLOSSOM WHITENING 
AND MOISTNG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SHE CHERRY BLOSSOM WHITENING 
AND MOISTNG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SHE CHERRY BLOSSOM WHITENING 
AND MOISTNG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5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西子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灵西子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灵西子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凝多肽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0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绿草元山药·陈皮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药·陈皮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药·陈皮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艾叶·黄柏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艾叶·黄柏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艾叶·黄柏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菊花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菊花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菊花婴幼儿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88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御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御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御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净养护套-舒净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蔓丽黛颜睡睡美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43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深层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4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瓷娃娃美肌套装-瓷颜补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4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密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4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4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川京秀润亮微肽伊美套---保湿粉+亮颜
润养金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寡肽蛋白粉+寡肽臻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蓝莓净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莓净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莓净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3#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3#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3#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焕颜乐享套--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6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玉腿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蜜皙 奢龄焕颜五件套-奢龄花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5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简丽美香水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6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丽美香水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7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丽美香水洗护套组—简丽美香水紧致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8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丽美香水洗护套组—简丽美香水滋润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79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黛臻美无暇靓肤套盒焕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88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韵丹兰颐养修护套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599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庭后宫蚕丝颐养调理套组-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庭后宫蚕丝颐养调理套组-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芙婷-大健康活力舒缓套大健康舒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 美姿美韵套-美姿平衡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蕾蜜芯圣菲美律套组修护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23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ZDAO智妍莹润修护组合-智妍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28
广州圣香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 氨基酸水嫩方组合-氨基酸纯
净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3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逆龄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3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egusee 24K Gold skin care 
Essence 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4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egusee 24K Gold skin care 
Essence 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4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egusee 24K Gold skin care 
Essence 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4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咪芽润泽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43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1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viabeauty B-TOX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B-TOX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B-TOX MACKA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泊泉雅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多效修护调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59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里鲜淼淼耀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63 广州自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精致锁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66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气质小雏菊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7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水润细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水润细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水润细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焕采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77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水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水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水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薰衣草舒润柔滑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薰衣草舒润柔滑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薰衣草舒润柔滑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迷魅柔雾唇膏2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9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奇迹驻颜滋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95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樱花香水水嫩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樱花香水水嫩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樱花香水水嫩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hmily盈润倾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1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LD LIVE 迷魅柔雾唇膏2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迷魅柔雾唇膏2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5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面祛痘维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6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HOLD LIVE 迷魅柔雾唇膏205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0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注能安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1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1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LD LIVE 迷魅柔雾唇膏203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20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人参凝时修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22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GTO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25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樊文花娇颜无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3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Beneplant柏草日记人参凝时修护活肌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39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奕香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大眼睛惊艳纤长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60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微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69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奕香可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可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可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芙蕊 黑魅修护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75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倩 亮泽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78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GTO肌底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8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MELOISION  天鹅绒六色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83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思愛莉转色珍珠提亮透皙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88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肽亮肤紧致冻干粉+致美肽亮肤紧
致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96 广州圣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致美肽祛痘修护冻干粉+致美肽祛痘修
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199 广州圣露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采儿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01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泊泉雅 紧实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紧实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紧实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多肽能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03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涂必妥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23
广州涂必妥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喵小妖 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25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牛油果多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牛油果多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牛油果多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41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玫瑰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4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滋养嫩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4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维潼水光胶原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2 广州澜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补水盈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补水盈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补水盈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妳语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妳语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5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洋甘菊水漾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60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篱园玫瑰水润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篱园玫瑰水润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篱园玫瑰水润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悦 劲雅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68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雅 多肽修护因子冻干粉+多肽修护
因子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71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8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8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沁润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8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荃美肌臻润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292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肤者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雪 净颜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净颜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净颜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变丝柔水漾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19
广州美益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DREAM贵妇润肌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润肌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润肌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粉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粉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粉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SS湿发护理造型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29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玫瑰纯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31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葆芝灵 深层滋养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34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UNION韩盟 椰香植物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35 广州韩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M钻石晶透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M钻石晶透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M钻石晶透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美容靓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美容靓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美容靓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粉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4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闪 钻原液长效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8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茵JIAYIN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89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美肌无暇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慕希倪 六胜肽青春定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玉莹肌透嫩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6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莹肌透嫩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6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莹肌透嫩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6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薇水漾灵动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397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曼丽人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曼丽人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比利芙老姜原液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05 广州市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诗萃菁萃水颜大马士革玫瑰菁华露
（温润黑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09
广州市澳键丰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十全时美臻美爱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14
广州协裕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丁卉水感焕颜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16 广州腾纪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菁悦多效修护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1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诗萃菁萃水颜大马士革玫瑰菁华露
（柔润大马士革玫瑰原香）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24
广州市澳键丰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倍享受玻尿酸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50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meiym 玉透靓颜晨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53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幽媚影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63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全时美臻美恋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67
广州协裕企业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HANUNION韩盟 椰香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473 广州韩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颜虾青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02 广州妙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晶亮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1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然歌 水活盈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2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魅力欣妍眼部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37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meiym  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42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焕采盈透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43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美百颜六胜肽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46 广州妙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神采美目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51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红加白多肽安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63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GTO凝时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64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丽兰美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65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M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68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 魅力韵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魅力韵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魅力韵姿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净润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净润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净润舒爽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BEIBEI熙蓓贝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83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凰巢润羞 粉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86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 丁美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87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花库 粉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88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语女人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597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 CYGNE疏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16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韵妈妈 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优畅净化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1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溶媒调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2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滋养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3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3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院士 海灵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37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ILA圣尼拉植萃舒缓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41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朵芬琪多肽润颜雪肌套盒-玻尿酸小分
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67
广州朵芬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挺致韵修护套组合-慕挺致韵修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74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慕挺致韵修护套组合-慕挺致韵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75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慕挺致臻修护套装-慕挺致臻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76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慕挺致臻修护套装-慕挺致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77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诗韵丹兰颐养修护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7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寡肽保湿套装盒寡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07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臻颜亮肌套装盒臻颜亮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08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创舒修护套装盒创舒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09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创舒修护套装盒创舒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0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臻颜亮肌套装盒臻颜亮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1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臻颜亮肌套装盒臻颜保湿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2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创舒修护套装盒创舒修护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寡肽保湿套装盒寡肽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4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寡肽保湿套装盒寡肽保湿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5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5#性感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5#性感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5#性感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1#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1#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1#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2#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2#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2#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4#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4#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唇膏套装（04#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语女人爱清爽净化套组-清爽净化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26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之露草本腹部柔润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29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臻养舒缓修护套舒缓润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6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肌质修护套-肌质修护冻干粉+
肌质修护溶媒液+肌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6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精颜沙龙体验套-肽美冻干粉
（尊贵体验组）+肽美溶媒液(尊贵体验
组）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6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代斯 草本净颜套 净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70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活力紧致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7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玛埃沃德 舒揉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86
广州欧宸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AQ丝滑莹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888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佳缇酸性平衡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13 广州翰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赞 黑茶多肽净油水滑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黑茶多肽净油水滑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黑茶多肽净油水滑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茵老姜王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30
广州市东滋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丽美 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33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挺美韵养护组合-慕挺美韵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37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慕挺舒韵调理组合-慕挺舒韵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38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涵韵妈妈 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姜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姜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姜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A橄榄油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6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A橄榄油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6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A橄榄油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46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蒙多肽鳄鱼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2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  黑芝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3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 MIAN LI 涅槃烈焰9色格调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6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HUA MIAN LI 捕梦网 梦幻二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58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YT-II密罗木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0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B-
TOX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B-
TOX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B-
TOX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У
ЛЬТРА-ЗВОЛО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У
ЛЬТРА-ЗВОЛО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У
ЛЬТРА-ЗВОЛО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Ha OCHOBi па
нтенолу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Ha OCHOBi па
нтенолу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Ha OCHOBi па
нтенолу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6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плацент
арн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плацент
арн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плацент
арн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0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Зволоже
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Зволоже
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Зволоже
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акулячийжир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акулячийжир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Лiфтинг 
акулячийжир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Живл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Живл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Живл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чищ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чищ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чищенн
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керамiл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керамiл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Natural Code Macka Омолодж
ення керамiл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7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Platinum keratin daily conditione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ATIN COMPLEX NANO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COMPLEX NANO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水光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水光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水光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8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latinum keratin daily shampoo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WHITE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WHITE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lean serise WHITE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оливк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оливк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оливки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 TPAB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 TPAB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EKCTPAKT TPAB

粤G妆网备字2018226999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Live SKINCARE radia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radia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radia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hydratio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hydratio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hydratio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regener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regener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 SKINCARE regener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ж
еньшень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ж
еньшень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ж
еньшень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р
АвлИИ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р
АвлИИ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р
АвлИИА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А
КТИВНИЙ Л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А
КТИВНИЙ Л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А
КТИВНИЙ ЛФТИН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О
МОЛОД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О
МОЛОД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iabeauty collagen series MACKA О
МОЛОДЖЕНН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4深棕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肽丽妍颈部净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3土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涵韵妈妈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舒妍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22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收细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收细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收细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ATIN COMPLEX NANO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2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23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3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12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3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13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3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7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4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17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4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16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4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8紫调梅
子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4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藏之源甘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3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3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3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5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5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5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皙儿紧致保湿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60 广州贝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8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8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8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NAGFEA温变花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6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27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7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七草八木百草酵素多肽护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71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15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7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6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7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质感雾光唇釉 102干枯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7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慕挺美韵养护组合-慕挺美韵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2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水漾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4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七草八木百草酵素多效洗沐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5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4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4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4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6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6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GG多肽盈润口红（C06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1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1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TOJA  玻尿酸水光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098 广州涵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NAGFEA魅惑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0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韵丹兰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莹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莹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莹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佳缇酸性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16 广州翰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蜗牛寡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21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至美柔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2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博莱蔻氨基酸活性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34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多肽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1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蜂胶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烟酰胺三肽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5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酷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酷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酷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武媚娘 氨基酸保湿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66 广州鑫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6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phen寡肽生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70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忆庭 神经酰胺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75 广州忆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IBOO燕窝提拉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8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雪耳水润亮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9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庭 玻尿酸水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197 广州忆庭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IBOO红枣水嫩保湿滋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0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净视亮眸营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07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灵净视赋活营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10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其式嫩滑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13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BOO氨基酸五肽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20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21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积雪草晒后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2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EJAREN明眸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30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4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水润透亮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46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arpa紧致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53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LISPRING亮丽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60 广州天玑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62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62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曼莉伦敦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81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曼莉嫣红瀑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83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伽素雨燕奢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亲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87
广州男朋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PN沉香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89 广州宝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润透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92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曼莉丑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95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活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296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方净颜绿茶去黑头撒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0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溢萱密罗木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0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姿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04 广州天秦贸易有限公司
BIBOO薏仁舒缓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05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皙儿植物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11 广州贝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芝秘玻尿酸水光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13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薇曼莉性感佳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15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o  亲肤透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17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贝皙儿紧致保湿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21 广州贝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润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26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润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26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 柔亮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27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皙儿紧致提拉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1 广州贝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obo  柔滑无痕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2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玉致男士祛痘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4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羞儿鲜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5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华芝冠牛樟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7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冠牛樟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37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40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4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羞儿臻爱鲜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45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魅娇浓清爽细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46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恩儿青春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49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LAA撩动红唇钻石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56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依海洋净透舒畅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58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羞儿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60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苏莱美苹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64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苹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68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水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72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即美初活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75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OOL SHOW匠心雕刻持妆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79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JASALB嘉莎丽白多肽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80
广州市嘉莎丽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兰束 唇上飞花诱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82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T-II密罗木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88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 深海多效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0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7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7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7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JASALB嘉莎丽白多肽美肌嫩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8
广州市嘉莎丽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出众 金盏花头皮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399 广州初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植物肽智妍晶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0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TO微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06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皓正活力修护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09 广州皓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肯 生姜平衡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11 广州为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泰益肤生态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14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芝灵 水盈亮丽嫩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16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水凝胶原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丰盈柔润细管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丰盈柔润细管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丰盈柔润细管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玉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5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5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35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芝秘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46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茵妆熊果苷亮肤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5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抹卌丝抹丝刚酷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55 广州市发汇商贸有限公司

姿惠雅 滋养洗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65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6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美蕊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咪芽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76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气垫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7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水凝胶原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8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凰巢 丁美人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82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86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丽和美滋养洗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87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气垫霜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8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姿惠雅 滋养洗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92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惠雅 滋养洗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95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诗缇水嘟嘟营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96
广州集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奈肤 FARENAIVE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98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和丽和美滋养洗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499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埃沃德活力肽赋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11
广州欧宸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檀芳 多效修护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16
宏橙（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灵净视植萃明眸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25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鑫雅居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29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YS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3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菊菊靓水嫩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3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YS无针水光夜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38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儿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41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涂必妥多效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43
广州涂必妥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檀芳 美韵滋养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50
宏橙（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雅居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52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奢华调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57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汉王珍草玫瑰洁面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65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然歌  净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6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魅力欣妍美肌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6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琳迷迩颜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69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xphen青春御龄冻干粉+Maxphen青春
御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70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ROSALIND Rose Exfoliat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75
广州市纤丝坊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焦点 原液肽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1
广州水焦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歌 润泽修护菁华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沪美 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美肌无瑕底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珍珠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89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赫拉爵士植物皂苷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594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QUEEN TIMES女王权杖口红-03小辣椒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13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QUEEN TIMES女王权杖口红-02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15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涂必妥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17
广州涂必妥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ROSALIND Rose Nourish Hand N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19
广州市纤丝坊化妆品有限公
司

EYS时光酵母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20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轻松迷迭香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27 广州一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MVV 水光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30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詩美人红石榴焕颜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33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就安堂裂可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34
广州市标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4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YS时光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41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雅居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4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蜜源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芝秘 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51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鲜润净颜温和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5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08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6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109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6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草本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6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身体滋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69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诠美集白睡莲熬夜修护年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74
硕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傣雅柔润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81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雅泉草本精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8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reSys 奢宠焕彩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691
广东琴叶健康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薇丝扬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丝扬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丝扬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丝扬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丝扬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丝扬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CLIINIC MONTREUX 莱可琳富勒烯精
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CLIINIC MONTREUX 莱可琳富勒烯精
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CLIINIC MONTREUX 莱可琳富勒烯精
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红参元气套盒-红参元气
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 童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红参元气套盒-红参元气
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酵母营养亮颜安瓶礼盒-酵母
营养亮颜安瓶精华乳（日）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 清肌微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3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AINAWAY MULTI EFEECT SKIN 
CLEANSING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6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WAY MULTI EFEECT SKIN 
CLEANSING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6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WAY MULTI EFEECT SKIN 
CLEANSING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6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玺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76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U碧鸥滋养丝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80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Softto 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8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胜韵肽多肽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88 广东朗韵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S-18 轻盈妩媚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9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7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活性肽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07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橙花莹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0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橙花莹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0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澜丝缇橙花莹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09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二苏旧局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二苏旧局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应天府崇霖二苏旧局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  日耀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1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惠八方靓肤皙颜套-皙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7818
惠八方（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尚凝清颜润肌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58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VQGT 肩颈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QGT 肩颈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QGT 肩颈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QGT 腹部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QGT 腹部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QGT 腹部滋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79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控油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控油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控油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红豆酵素祛痘控油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3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红豆祛痘控油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3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肩颈净化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4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背部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4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净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净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净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护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护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舒护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淑奈儿轻盈紧致调理套-轻盈紧致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5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18 香肩玉颈疏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2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18 幸福调理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3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18 轻盈妩媚激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草本腹部柔润套-滋润美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5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草本腹部柔润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6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水凝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8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LOISION 欲望都市高定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69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水凝平衡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0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鑫雅居紧致提升组合-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1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植物肽奢宠臻颜套盒-植物肽智
妍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4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欧丽植物肽奢宠臻颜套盒-植物肽智
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5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欧丽植物肽奢宠臻颜套盒-植物肽智
妍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6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欧丽植物肽奢宠臻颜套盒-植物肽智
妍靓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7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赋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赋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赋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紧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紧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缇秀草本赋活套-紧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精颜沙龙体验套-水润保湿面
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调肤靓肤套-调肤靓肤冻干粉+
调肤靓肤溶媒液+调肤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3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弹力提升套-弹力提升冻干粉+弹
力提升溶媒液+弹力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美雕加强套I型-美雕加强冻干粉 
+美雕加强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滋养修护套-滋养修护冻干粉+滋
养修护溶媒液+滋养修护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7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保湿活肤套  -保湿活肤冻干粉+
保湿活肤溶媒液+保湿活肤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09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晴彩抚纹眼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0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密语净化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恩德迷魅纯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1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芬琪多肽润颜雪肌套盒-多肽润颜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30
广州朵芬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yMeyShow 美秀·水润护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34 广州帝凰贸易有限公司
BIBOO薏仁酵素舒缓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45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之香 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48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安肤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5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 TIMES女王权杖口红-润唇膏01小
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59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茶之艾紧致冻龄精华液1号+茶之艾紧致
冻龄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62 广州乐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欣妍清润赋活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63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adorm 瑾妆 石斛花鲜润亮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6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赋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6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6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夢巴拉丰润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71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雅婕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希倪 六胜肽备长炭净透雪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8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莉丝植萃净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85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益笙洁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88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臻养舒缓修护套舒缓植萃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9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臻养舒缓修护套舒缓嫩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19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滋养美肌焕颜套焕颜安肤舒缓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 纳米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玉自然水韵滋养美肤套水韵滋润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水韵滋养美肤套水韵保湿舒缓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0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水韵滋养美肤套水韵安肤舒缓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1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水韵滋养美肤套水韵嫩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1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水韵滋养美肤套水韵舒颜安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1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妃蕥 植草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18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宝莲巴厘岛之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25 广州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宝莲“小黑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26 广州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DO果冻睡眠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28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 小分子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漫克拉 多肽晶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4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ON 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隔
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GTON 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隔
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GTON 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隔
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鑫雅居保湿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3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PN沉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41 广州宝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晴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4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八方靓肤皙颜套-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57
惠八方（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BIBOO黑米酵素滋养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67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言海语海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76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延承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8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中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R 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89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
公司

巴宝莲“小白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0 广州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度身体润养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2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言海语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3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兰荙 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4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6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奥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29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 小分子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0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千树舒润养护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21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丽丝韵寡肽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22 广州妙颜美容有限公司
闪 钻水光系列奢华鱼子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3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燕麦酵素补水净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36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生物胶原蛋白肽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3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灵净视植萃奢宠明眸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41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柒天密码轻奢多肽套-柒天密码多肽精
华液+柒天密码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68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O!vire雨林绮肌源套盒.雨林绮肌弹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70 广州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燕麦补水净透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71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78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78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瀚加倍密集亮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78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咖膜壹号抗氧化修护咖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80
广州咖膜壹号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NER  HOME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雅泉千魅倾慕晶采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6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空气气垫修颜隔离乳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8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温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温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尔蒙温养套-温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雅兰荙 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05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寡肽细嫩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寡肽细嫩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寡肽细嫩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分雅海洋水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09 广州煦玥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蜗牛多效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蔓堂六和扶元套-六和养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兰卡秀衡润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5 广州优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19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cell 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37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弹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3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弹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3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弹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3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鑫雅居晴彩抚纹眼护套-晴彩抚纹眼护
冻干粉+晴彩抚纹眼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47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PT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54
巴斯芙（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酷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酷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酷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空气气垫修颜隔离乳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7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EYS蜂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76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ZLC·旅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84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漫克拉 多肽赋活晶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85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净透瞬时柔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皙儿靓颜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2 广州贝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奢宠修护冻干粉组合-奢宠修护
冻干粉+奢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舒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4
广州市玖蓉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芝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5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枫格青春密码玻尿酸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枫格青春密码玻尿酸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枫格青春密码玻尿酸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立体魅惑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849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润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KRNJY 侬姣妍-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焕颜雪肌组合焕活雪肌晶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金属柔光唇釉 204神秘紫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滑酷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滑酷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滑酷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倍护美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倍护美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亮彩倍护美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莹皙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分酷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分酷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莹皙酷润组合-水分酷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玥伊人 清秀佳人植萃套-清秀佳人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1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挺韵养修护组合-慕挺韵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5 广州华坤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r.ACNE痘院长肌密补水套补水焕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3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红石榴精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4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积雪草精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51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鹭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鹭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鹭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WZLC·本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63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若水肌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EYS酵母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0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若水肌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CRYSTAL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CRYSTAL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CRYSTAL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纪梵水香.水凝沁润护理套水凝沁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8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若水肌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9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9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59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咖膜壹号舒缓保湿咖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0
广州咖膜壹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美蕊驻颜定格羊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驻颜定格羊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驻颜定格羊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绮玉-活泉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碧妍德嫩肤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07 广州盈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保湿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12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bluesky金属柔光唇釉 201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1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香香纯儿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15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香水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18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宙思男士舒爽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20 广州宙思科技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2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2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2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VKKE薰衣草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2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0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Specialized Eyeshield Angell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Specialized Eyeshield Angell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Specialized Eyeshield Angell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泊泉雅美肌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美肌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美肌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享受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43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嫩滑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嫩滑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嫩滑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娜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52 广州市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立体魅惑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5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5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 水漾莹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67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肌密舒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滋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7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韩奕●本草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79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雅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8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本 蜜润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9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补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69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 珍珠烟酰胺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05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好脸面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18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宋慧乔肌肽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23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塔妃活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2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塔妃活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2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塔妃活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2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特森氨基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35
道森（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艾菲媛清肌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4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清肌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4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清肌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4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迪悦 保湿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47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密云乌髻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49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诺茜妮修护套盒-诺茜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5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慧乔水库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58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婴幼儿倍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59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樱花清新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樱花清新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樱花清新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舒纹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66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润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Daiyushi 黛雨诗杏仁蛋白营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79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肌秘传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漾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漾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漾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T-II密罗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95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滑粉底液 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9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凡露希清奢莹润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98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奕自然精粹水润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799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T-II密罗木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07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奕  自然精粹水光盈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08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T-II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18 广州腾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涂必妥 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19
广州涂必妥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Baeut!ove双面膜法海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20
广州市拉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虫草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2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漫克拉 多肽晶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30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致燕窝金箔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32 广州蓝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懿美那水氧美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36 广州璇馨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38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0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1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2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3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诗若诗丝绒雾面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5 广州亚姿贸易有限公司
HOLD LIVE 红嘴巴轻雾唇釉206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4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滋润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55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涵小鱼BORN OF LOVE 臻选水膜组合 玫
瑰精华水+臻选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56
广州抱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卡丹诗星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5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Nafrey娜菲热净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60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美魅珂小分子肽亮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64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滋养亮肤组合-滋养亮肤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6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轻盈保养组合-轻盈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6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如薏唤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74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活肤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84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溶媒调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8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活肤紧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8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舒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95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润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896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美天YS水感鲜嫩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18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YS多效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19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YS莹肌亮滑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20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YS臻颜奢宠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21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奢宠盈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27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兰街五号叶酸盈润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28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诺茜妮修护套盒-诺茜妮冻干粉+诺茜妮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894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INN 至臻会员套-玉洁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3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水欲香传珍草萃韵养按摩护理套盒-韵
养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EMAY馥原美黑灵芝多肽紧致精华套盒
-黑灵芝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6
广州馥原美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FREMAY馥原美黑灵芝多肽紧致精华套盒
-黑灵芝多肽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7
广州馥原美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水光活力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水光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0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水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1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惠八方灵芝孢子萃取萃取水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12
惠八方（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惠八方靓肤皙颜套-皙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13
惠八方（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修护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4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滋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5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瓷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5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千树舒润养护套舒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78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菩弥思头部芳香舒缓套-茶籽清洁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79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菩弥思头部芳香舒缓套-芳香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8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丽浩淞JLHS暨美润颜靓肤套组-润肤
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081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AVIER植物焕颜水光修护套-植物焕
颜水光修护精华液+植物焕颜水光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04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卡依洛 富勒烯多肽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12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沣韵姿风采活力组合-风采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15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舒缓保养组合-舒缓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1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紧致护臀组合-紧致护臀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1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18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丽容嫩颜修护组合-嫩颜修护冻干粉+
嫩颜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31 广州三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漫克拉 多肽冻干粉+多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40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妮姿魅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46 广州天秦贸易有限公司

蘭艳雅铁皮石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55
兰艳雅（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悦尚颜悦颜魔法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61 广州美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尚颜男神1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63 广州美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Fine Pore 
Fac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Fine Pore 
Fac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Hyaluronic Acid Fine Pore 
Fac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尚颜睡眠魔法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2 广州美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尚颜女神1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83 广州美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玻尿酸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9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氨基酸焕采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9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93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199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06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06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06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Demo润彩温变唇膏004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芙言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3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1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菲媛奢宠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GZ 皮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36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4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迪顺香氛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56
广州市碧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AOPU 标浦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59 广州标浦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保鲜净化乳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62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迷迩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69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林娜 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林娜 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林娜 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你的少女心植物蛋白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5
广州市恒大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你的少女心植物蛋白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5
广州市恒大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你的少女心植物蛋白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75
广州市恒大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魅源净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9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肩颈净化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29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腰腿滋润舒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0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03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帅薇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04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雨妍麗妃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妍麗妃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CNDbluesky星空之眼十二色眼影盘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2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溶媒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3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溶媒调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3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3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清·舒视眼部护理走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35
广州保富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咪芽婴儿柔护抚触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56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59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芳华滋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6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73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 沁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7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VOYI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94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 沁润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96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紫苏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9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紫苏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9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紫苏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399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极酷 倾慕润色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2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菖蒲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26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菖蒲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26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菖蒲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26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蔓尼诗眼部金纯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28 广州益禾实业有限公司

绿漾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30
广州市泰姬天娇化妆品有限
公司

ktyonu科优诺美肌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32
广州佰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FANS俏梵希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43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摇篮宝贝 艾草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艾草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艾草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金银花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金银花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金银花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蔓尼诗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4 广州益禾实业有限公司
Luncay婴幼儿护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5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元艾草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57
广州万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摇篮宝贝 黄芪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6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黄芪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6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黄芪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6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14#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6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NE缇灵植萃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ILONE缇灵植萃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ILONE缇灵植萃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 沁润透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2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神经酰胺舒缓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神经酰胺舒缓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神经酰胺舒缓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IA AYOR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IA AYOR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IA AYOR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BIO ORGANIC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BIO ORGANIC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BIO ORGANIC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EXPEPT COMFORT mat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EXPEPT COMFORT mat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EXPEPT COMFORT mat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奈堤酵素去角质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88
广州慕格斐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ULY  HOME小粉滢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2 广州茱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修字堂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3
广州修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CNDbluesky金属柔光唇釉 202活力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D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D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D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4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IGHLIGHTER 
illuminating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IGHLIGHTER 
illuminating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HIGHLIGHTER 
illuminating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TTE COLOR CONTROL 
C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TTE COLOR CONTROL 
C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TTE COLOR CONTROL 
C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IMER UNIVERSAL face 
bas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IMER UNIVERSAL face 
bas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IMER UNIVERSAL face 
bas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ofessionals BB 
CREAM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ofessionals BB 
CREAM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professionals BB 
CREAM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STER SKIN- 
conceal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STER SKIN- 
conceal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MASTER SKIN- 
conceal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NUDE SKIN illus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NUDE SKIN illus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 COSMETICS NUDE SKIN illus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 黛雨诗杏仁蛋白营养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13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琪纯水漾丝柔气垫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水漾丝柔气垫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水漾丝柔气垫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薰莱美天空之镜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20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漾烟酰胺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21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涞淇儿寡肽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28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喜丽颜三重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3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三重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3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三重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3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熙世家奢宠净透靓肤清洁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34
广州博熙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鲜润焕颜补水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4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恩言尔肌初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4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邦娜纯色奢艳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48 广州周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ncay婴幼儿舒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5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染眉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5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染眉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5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碧靓莹润焕彩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57 广州碧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ZE柏诗 时光无痕润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6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芙泉舒缓保湿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68 广州瑞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芳华滋润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雅泉轻透焕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芬玻尿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79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闪 钻胶原蛋白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89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DSM CALM MAKEUP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M CALM MAKEUP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M CALM MAKEUP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儿蔓妮乳木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2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熙世家 美肌焕颜多效舒缓臻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3
广州博熙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SM DOUBLE EFFECT EYEBROW SHAPING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M DOUBLE EFFECT EYEBROW SHAPING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M DOUBLE EFFECT EYEBROW SHAPING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芬山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597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宙思男士舒爽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02 广州宙思科技有限公司
贝维婴儿温泉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05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HYT 眼部传导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1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aree草本植萃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26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姿添釆雪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添釆雪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添釆雪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即抗坏血酸葡糖苷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42
广州市韩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ncay婴幼儿爽身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5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海娜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57
广州佛诺斯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飞丝朗水润柔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水润柔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水润柔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娜艾颜 粉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66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ncay婴幼儿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7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ncay婴幼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83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颜芳泽铂金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85 广州映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耀爆头道康.草本酵素洗发乳健发.养发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89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松鹤安澜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鹤安澜轻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巢 花之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92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达清薏苡仁大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29698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楚遇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楚遇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楚遇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摇篮宝贝 竹叶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竹叶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篮宝贝 竹叶婴幼儿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0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美韵如意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1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锦秀如意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2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万通如意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3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蛋白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4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如薏富贵如意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5 广州和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傣雅蜜桃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77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字堂野生雏菊滋养保湿暖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2
广州修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GHT光恋360活性肽抗皱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4
广州金豪漾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LIGHT光恋360活性肽修护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5
广州金豪漾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灵净视清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89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灵净视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790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IOU碧鸥头皮清洁净化排泥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16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天YS海洋精粹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21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YS驻颜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22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肤祛痘套盒-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45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4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肤修护套盒-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4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肤修护套盒-净肤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4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肤祛痘套盒-净肤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4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舒展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润堂草本酵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65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雨润补水组合雨润套盒-
水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6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雨润补水组合雨润套盒-
活力紧致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6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净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6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雨润补水组合雨润套盒-
水光活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6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8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2988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酵韵纳米微晶酵素焕肤套-酵韵酵化露+
酵韵酵素液+酵韵酵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29928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酵韵纳米酵素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29929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嫒碧蔻 修护冻干粉套-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29930 广州馨曼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奥至尊靓颜美肤套靓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29958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蕊堂舒畅养护套-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芝荟 滋养舒活调理套-滋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0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活肤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2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KO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24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弹滑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弹滑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弹滑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焕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3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补水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38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40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4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46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47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NGNA焕彩16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53 广州周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补水修护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5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56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靓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57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王珍草多效战痘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59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汉王珍草舒悦醒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德兰朵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补水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2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3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OWANTONG山羊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66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絔诗韵玫瑰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芳华菲妍   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76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络卡斯浪漫·经典香水（红色盒）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82 广州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络卡斯浪漫·经典香水（黑色盒）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93 广州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ayMeyShow 蛋白补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099 广州帝凰贸易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薄荷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04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温妮泉牛油果凝润亮肤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16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汉王珍草白花百合清透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2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汉王珍草青春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26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佰份佰碧特芙水光莹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27
广州大宏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善冷基烫染后润色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34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芙罗拉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3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韩奕本草 左旋VC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40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缪斯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41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灰逸男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47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蓝水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50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涞淇儿神经酰胺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5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FANS俏梵希神经酰胺清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83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瑟舒润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19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夜间毛孔收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0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伯美人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0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ANVAN 极度补水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1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暨美宣水光多肽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16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OSPA积雪草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18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SPA迷迭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31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纤美紧致身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3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韩纤美紧致身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3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韩纤美紧致身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23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冷基烫染后润色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12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金纯无暇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3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o  魅彩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31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VCNDbluesky星空之眼十二色眼影盘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4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宝柏诗海马香水芳香莹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44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ZHENMEI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45 广州珍媄贸易有限公司
米契尔  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47 广州维娜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飞扬草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53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MR.WISH幻彩肌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55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麗澤堂  虾青素活性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63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小睡瓶晚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6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小睡瓶晚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6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小睡瓶晚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6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柏诗芬香沐浴露 浪漫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70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翎雪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74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玫瑰花香润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75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XNYN欣颖伊丝曼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8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伊丝曼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8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伊丝曼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8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宝柏诗芬香沐浴露 魅力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89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宝柏诗姜王精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0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翎雪 莹润素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2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焦点丝绒眼影204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 石榴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5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 LIVE 焦点丝绒眼影202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其式烟酰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398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LD LIVE 焦点丝绒眼影203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00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 LIVE 焦点丝绒眼影205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01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玫瑰花香润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02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宝柏诗首乌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03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1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1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1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芬香沐浴露 蜜意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16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日吻神经酰胺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18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妤菲轻奢防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28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VA Repair Hair Protect Colo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3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V·18 水润青春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41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贝维婴儿防冻皴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58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DIVA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6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A Repair Hair Protect Colo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6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透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透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透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VA DOUBL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7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LIP TANGLY|唇纷积雪草绒雾清润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78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ZUOMEIYS净质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048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nailgirl莉姿女孩拉线笔-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08 广州比渤沃贸易有限公司

JUNYISHENG胶原蛋白蚕丝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09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ailgirl莉姿女孩拉线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11 广州比渤沃贸易有限公司

芳奈肤 FARENAIVE 焕彩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19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艾妮美丝Anms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艾妮美丝Anms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艾妮美丝Anms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TUTU 少女时代偏光眼影5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1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Snailgirl莉姿女孩拉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4 广州比渤沃贸易有限公司
Snailgirl莉姿女孩拉线笔-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28 广州比渤沃贸易有限公司
Snailgirl莉姿女孩拉线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31 广州比渤沃贸易有限公司
JUNYISHENG六胜肽玻尿酸复颜保湿面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39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王珍草青春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46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荟植妍坊植物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植物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植物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10砖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1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9树莓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2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4珊瑚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4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2经典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5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韩婵 丝滑粉嫩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滑粉嫩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滑粉嫩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海洋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0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5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1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乔怡爱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2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德兰朵清颜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清颜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清颜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透润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透润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透润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1复古
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73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8枫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76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11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79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7水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82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LIP TANGLY|唇纷缪斯之吻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8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蓝迪奥顿 哑光雾面轻奢口红 103南瓜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91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雷顿迪丝新水宝贝水氧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59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恩言尔肌初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0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妙植素  抗皱修护冻干粉+抗皱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0
广州可丽可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玳天骄 多肽润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 多肽润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 多肽润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闪亮青春活力亮肤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ERSUAN哑光雾面干枯玫瑰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ERSUAN哑光雾面干枯玫瑰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ERSUAN哑光雾面干枯玫瑰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肤天成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3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3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3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韩瑟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JUN我亲爱的奢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美初初颜时光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49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耀六胜肽抗皱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57
广州市妙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兰姑娘白兰花鲜肌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5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IFT肌底活化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72 广州茗如鼎贸易有限公司

舒薇雅胶原蛋白舒缓敷料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81
广州市润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eeskin 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85 广州芊寻猫贸易有限公司
欢颜虞胶原蛋白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欢颜虞胶原蛋白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欢颜虞胶原蛋白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恋柔水光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96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香爵提拉紧致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698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0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世寳烟酰胺提亮肤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01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巢 丁美人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09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 丁美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10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巢 丁美人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11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士妍草本精粹海藻面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0769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彤草本植物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5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樊文花荞麦原液 眼袋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5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海茴香原液 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5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净颜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5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净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5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仟骏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61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惹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6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6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6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焕颜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焕颜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焕颜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胶原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胶原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胶原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09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补水雪润套盒-瓷感亮肤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3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白妮诗珍珠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珍珠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珍珠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蜗牛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蜗牛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蜗牛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茜媄虾青素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艾茜媄虾青素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艾茜媄虾青素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凝水光密集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68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凡露希奢华黑珍珠CC套盒奢华黑珍珠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71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蕊丝美颜焕彩奢养套-科婷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75
广州美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蕊丝美颜焕彩奢养套-科婷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76
广州美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7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ST∧RPRTUM动能定养花韵套-动能定
养花韵紧润按摩霜+动能定养花韵紧柔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82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菩弥思头部芳香舒缓套-芳香水氧玫瑰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83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瑶浴浴套盒瑶浴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8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RYDERM耀眼明星彩妆套盒-耀眼明星
彩妆盒（高光粉+腮红+五色眼影+眉
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086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植肌研 寡肽-1冻干修护片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0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娜艾颜引流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1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多效修护调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2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RSUAN珠光少女柔粉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ERSUAN珠光少女柔粉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ERSUAN珠光少女柔粉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深层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深层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深层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0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弥思多肽胶原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2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444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555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4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666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5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777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6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314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888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8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196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19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22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20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111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21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OGO TALES 天鹅绒哑光口红333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22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TUTU 卡奇小姐裸感遮瑕液5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23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世寳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24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密集亮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3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世寳金盏花收缩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37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Relian惹恋 睛艳时光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 睛艳时光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 睛艳时光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世寳酵母嫩肤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43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颜半生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4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世寳玻尿酸保湿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53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cay婴幼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55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目倾心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183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春纷草本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D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2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3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5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06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0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田青木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天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补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5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雷顿迪丝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1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肤天成小分子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3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小分子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3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小分子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3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可蕾蒂海洋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41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御颜妆前乳（G0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45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搭档御颜妆前乳(G03)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46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凰时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69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润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83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SALB嘉莎丽白多肽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292
广州市嘉莎丽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珍世寳寡肽紧颜精纯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02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 茶籽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08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ZW燕窝蚕丝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10 广州欧冉贸易有限公司

爱儒雅 水氧1号+水氧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 水氧1号+水氧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 水氧1号+水氧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茵橄榄油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24
广州市东滋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凰水感多效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25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水解小麦蛋白润发乳（免洗
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27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伊丝诺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3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40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水感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45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3#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52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5#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53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IP TANGLY|唇纷修护焕肤遮瑕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5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8#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5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57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7#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6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6#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69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嫣语阑珊口红 404#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4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琪纯透明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透明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透明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星动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星动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星动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Relian惹恋纤盈精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纤盈精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纤盈精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Wu zi舞姿微精华焕颜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85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韩瑟 轻透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轻透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轻透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凯诺 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小雏菊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小雏菊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小雏菊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3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莹润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莹润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莹润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晶仙妍洗卸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05 广州聚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anchu韩初微晶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08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绚色美发笔修饰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绚色美发笔修饰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绚色美发笔修饰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顿迪丝滋养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也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凯诺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6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乳木果滋润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乳木果滋润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乳木果滋润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出水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出水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出水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强力吸黑头面膜（撕拉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50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雪佳植萃西洋参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53
广州祖泰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倩水律皙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56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颜皙本草净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1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忆雪 酵母嫩肤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酵母嫩肤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酵母嫩肤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Wu zi舞姿微精华焕颜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5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珍世寳寡肽紧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66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顿迪丝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7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畅舒养护套——畅舒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爱缇菲雅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5 广州慧咖贸易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丰魅韵雅美韵玲珑套——美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9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9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49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V·18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04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蜜艾坊颐悦艾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姬 芦荟滋养嫩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23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拉寡肽赋活冻干粉+寡肽赋活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0
艾美拉（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2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2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2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防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防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防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46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慕希倪 六胜肽驻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玫瑰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林森黛 寡聚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谷胱甘肽时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5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TOFULS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力宣言 乳木果透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乳木果透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乳木果透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调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调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调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18 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8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林森黛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7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靓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靓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雪莲美肌靓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炫彩酒红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炫彩酒红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炫彩酒红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私房润发炫彩酒红护发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fenqi朵芬琪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88
广州朵芬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滋养修护营养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0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顿迪丝逆龄修护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铂金透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铂金透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美肌赋活润肤套-铂金透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久璎洛多肽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30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羽凰水感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38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寡聚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4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沉香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56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U皙语金箔水光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60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翠芳堂舒甘明眸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63 广州源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温润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64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翠芳堂养源能量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65 广州源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魅黑持久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8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U皙语玻尿酸微晶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81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舒缓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84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u zi舞姿微精华焕颜嫩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87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CJ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89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Wu zi舞姿微精华焕颜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0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芷轩堂红糖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肤王氏微美透亮涂抹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优肤王氏微美透亮涂抹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优肤王氏微美透亮涂抹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6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6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0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LANZíFEI清肌净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03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8优雅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0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4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0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7裸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0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3璀璨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1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LANZíFEI毛孔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11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5银河黑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1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5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2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6柔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2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菩弥思玫瑰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舒缓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2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植萃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植萃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植萃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9知性枫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菩弥思艾姜根源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37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洋甘菊柔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4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水光蜂蜜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4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 胡萝卜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50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颐养世家盈弹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52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养世家童颜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57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养世家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63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 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7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彩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79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渼丝必停修护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85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养世家衡肤哑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87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檀芳 净化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93
宏橙（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1气质灰蓝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9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Emeiym  清肌净透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797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4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3浆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CBR 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4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凰水感隔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6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猫宝宝沙棘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7 广州石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1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0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12调皮蓝绿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1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13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璀璨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W＆B雪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4
广州绮丽姿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伊莎娇莱亮彩身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5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草本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可撕指甲油 #002葡萄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29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保丽丝草本沐浴液（止痒润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沐浴液（止痒润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沐浴液（止痒润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九叶丹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叶丹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叶丹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3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0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 胶原蛋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lcv lecharmedevie鲟鱼子精华嫩肤锁
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5 广州妮珍贸易有限公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兰朵黄金出水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黄金出水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黄金出水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FANS俏梵希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59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爵士杜松海盐毛囊角质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0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日耀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草堂焕妍多效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8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6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丽丝草本护发膏（修护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7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护发膏（修护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7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护发膏（修护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7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lcv lecharmedevie燕窝胶原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78 广州妮珍贸易有限公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炫黑持久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蜜桃滋养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7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5薄暮蓝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8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4丝袜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3奶油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31光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2覆盆子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30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魅娇浓舒养呵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8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9可可棕 粤G妆网备字201823189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0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0甜心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19漆光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6静谧蓝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8香草灰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7 50度灰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08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0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蒂沫儿水性指彩（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2
广州市鼎茂新材料科技有限
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2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雅颜世家牛奶爆奶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4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世寳寡肽紧颜精纯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6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18花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AS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8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NOMe固色指甲油 #17糖果粉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1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AS红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20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珍世寳寡肽睛采丰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21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S绿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22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AS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24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嘉谜缤纷花漾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35 广州众尚商贸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光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36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AS蓝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39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GETFRA聚芳 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COLATI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ATIN KERAT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ATI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AT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颜世家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8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5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多肽透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65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莉静莎 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莉静莎 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莉静莎 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引XiYiN 绿茶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69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QIAFANS俏梵希滋养嫩肤鹅卵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81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 轻薄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92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V·18 活颜精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1998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玻尿酸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慕雅屑净洗剂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19 广州蝶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茜 谷胱甘肽时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2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娇莱丝润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26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娜艾颜多肽透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34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丝必停舒缓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45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丝必停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46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颜清净透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47
广州市微颜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伊迪妮 水润清颜漂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5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亚麻籽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亚麻籽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亚麻籽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瑞辛格 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5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瑞辛格 草本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6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瑞辛格 草本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7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乃馨花语激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激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激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8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调和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91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9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9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9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控油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099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凯威琳斯备长炭呼吸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05 广州冰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梵·玻尿酸水感润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0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笛梵·玻尿酸水感润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0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笛梵·玻尿酸水感润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0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素倩 黄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1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雨倩补水滋养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补水滋养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补水滋养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安盈润保湿甘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6
广州市浪奇实业股份有限公
司

V·18活颜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19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CBR 烈艳之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25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 花吻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26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 魔幻隐形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30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AVCCI华丽艺术迷魅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31 广州市彩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熬夜熊猫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3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BR 亲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38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 烈艳之吻润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48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ROER可瑞尔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59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润肤蔻钻石清滢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1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笛唯姜沫护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唯姜沫护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唯姜沫护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粉红关爱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臻艾一生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涞淇儿金缕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7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7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润肤蔻钻石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73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承瑜盈润紧致套盈润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安肤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安肤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安肤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8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 凝润光彩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0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ASHLIA 艾诗莉娅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HLIA 艾诗莉娅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HLIA 艾诗莉娅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密丝黑金刚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8 广州悠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精油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199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 丝滑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02
广州百蔻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蕾佩尔红石榴鲜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0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河边草 氨基酸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25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好脸面深层修护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33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萝蔻红樱桃健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34 广州巍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畅精肌体质养套II-畅精肌体
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43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舒缓保湿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53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18活颜精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61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泡沫型活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6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水漾年华美妍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6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焕采亮颜防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7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水漾精华素（A
剂）+水漾精华素（B剂）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7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水漾活颜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7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V·18活颜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94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229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士妍帝王蜂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01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 能量调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04 广州懿晟贸易有限公司

YUNHU清透雪润素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1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泽芳华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13
广州贝斯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xphen寡肽植萃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15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Maxphen悦色冻干粉+Maxphen悦色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20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SC 眉眼锁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21 广州懿晟贸易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2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 玉肌紧致焕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28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闪亮青春活力亮肤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闪亮青春活力亮肤粉底液03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堂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蓝色之恋 闪亮青春活力亮肤粉底液04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闪亮青春活力亮肤粉底液05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保湿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3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无瑕净颜美肌五件套净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诺茜妮修护套盒-诺茜妮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4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xphen植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1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精油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精油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洋甘菊精油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精油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精油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玫瑰精油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绩蜂后蜂胶护发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66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玉昭妍水凝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72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酵韵纳米微晶酵素焕肤体验套-酵韵寡
肽冻干粉+酵韵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86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GENTLE KISS温吻舒缓修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96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MOISTU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9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芦荟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芦荟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芦荟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3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善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01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言 密集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12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米言 肌底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21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头皮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头皮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头皮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阐幽奢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32 广州懂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香水洗护套装—简丽美香水柔顺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38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芬琪多肽润颜雪肌套盒-多肽润颜雪
肌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39
广州朵芬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善堂宫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宫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善堂宫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颈部保养御养套 颈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颈部保养御养套 颈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颈部保养御养套 颈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头部保养御养套 头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头部保养御养套 头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头部保养御养套 头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蜗牛精华粘液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49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蜗牛精华粘液祛屑止痒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5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思豪九胜肽富勒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53 广州倾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 深海鱼子凝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66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甲华康 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9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琲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499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雨倩酷朗男士滋润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酷朗男士滋润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酷朗男士滋润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蜗牛精华粘液营养柔顺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3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甲华康 活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LONE缇灵植萃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ILONE缇灵植萃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ILONE缇灵植萃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0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蜗牛精华粘液蛋白头发还
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13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09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1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2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1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0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1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源润高倍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3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1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BM水动力课程-水动力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39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水动力课程-水动力调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0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水动力课程-水动力保湿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颐养世家未来新颜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5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立嘉水动力课程-水动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6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水动力课程-水动力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水动力课程-水动力保湿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8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水动力课程-水动力调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49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水动力课程-清润水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50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水动力课程-水动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5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韩芬娜速描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6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速描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6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速描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6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PROTEIN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6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谜面部净柔套盒—舒缓柔肤粉+舒缓
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70 广州众尚商贸有限公司

雷顿迪丝肌颜调理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肤肌妮玻尿酸原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芦荟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芦荟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芦荟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纤变墨画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8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草本清透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草本清透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思铂尔草本清透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金缕梅舒缓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億美小分子玻尿酸补水莹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4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億美小分子多肽倍润紧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6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金缕梅舒缓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59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玫瑰水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0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RYDERM耀眼明星彩妆套盒-耀眼明星
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09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奇迹自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迹自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迹自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弹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2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神经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2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睫简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27 广州本色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活力少女16色彩妆盘（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29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14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3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15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3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炫长恒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3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寡聚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3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藴泥坊植物酵素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40 广州市铭珠贸易有限公司

NNV立体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4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山公温养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51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纳偲焕颜保湿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54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皙本草净颜套-净肤焕颜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58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颜皙本草净颜套-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59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岐山公养颜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66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羽琪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70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肤天成肌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肌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肤天成肌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76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岐山公滋养洗头粉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77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豪花萃香氛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80 广州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岐山公滋养洗头粉 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84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岐山公滋养洗头粉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85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羽琪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87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羽琪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0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羽琪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1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3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婵姿祛痘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玫瑰回春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5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森黛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69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1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1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1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皙 靓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19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OISTURE & SMOOTH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维斯匀背紧致套装-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羽琪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7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多雅魅力经典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28
广州纤多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skymore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燕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4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悦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6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Collagen Reborn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Reborn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Reborn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Reborn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倾泉睿致细肤套装盒睿致细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39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深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43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控油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49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OISTURE & NOURISH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海娜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5
广州佛诺斯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坦晶仙妍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59 广州聚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水盈焕透礼盒-牡丹发酵保湿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6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林森黛  寡聚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7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淳睛采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76
广州尚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舍鼠尾草发芯生机活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LLAMINA COLLAGEN KERATIN COMPLEX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OROCCA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PROTEI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KERATIN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8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舒妍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90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莫贝丝寡肽紧致修护冻干面膜组合-面
膜+溶媒+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95 广州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雅金纯无暇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79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ure caline艾卡琳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00 广州广慕香进出口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多维矿物养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03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健淳睛明活性肽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06
广州尚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WISH竹炭深彻净透去黑头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12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PROTEIN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1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2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ETFRA聚芳 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2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时光计肌底逆转调肤套-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2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轻质定型粘士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轻质定型粘士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麦莎·轻质定型粘士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言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2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言 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37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X·S水漾沁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4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弹力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5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弹力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5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弹力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5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弹力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5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恒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7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恒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7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恒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7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玻尿酸恒润保湿6件套（旅行
装）-玻尿酸恒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7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4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娇莱滋养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52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5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5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肌底逆转调肤套-肌底调理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6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多肽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2865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寇·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寇·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寇·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寇·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寇·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寇·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29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婷净颜祛痘护理组合--净颜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088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婷净颜祛痘护理组合--净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089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095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贵希玫瑰元气粉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099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臣氏水之源植萃盈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10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滋媛低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20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TO每日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62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GTO每日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63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皙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冰冰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焦点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39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滋养润唇膏（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0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滋养润唇膏（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0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滋养润唇膏（苹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0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叶子草毛孔净透保湿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20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多效丝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28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纳偲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36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玫瑰水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3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iDM双头眉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48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iDM双头眉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49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iDM双头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50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iDM双头眉笔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51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64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7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蔻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8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焕彩百变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86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绪美甜蜜之吻男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488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莱美蕊舒氧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urovmy 美眼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5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2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卉堂美肌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34 广州瑞鼎商贸有限公司

Emeiym 冻龄亮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36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艺术绘画润养纤长形睫毛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4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Emeiym 修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551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可可水漾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26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沐玺薰衣草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27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YS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28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玺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33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舒畅御养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37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植萃修护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38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平衡修护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39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舒源温养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40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言 玻尿酸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57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米言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58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米言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59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米言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0 广州见几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谜系列 谜蝶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1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魅惑水 粉毒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2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魅惑水 白毒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3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谜系列 谜鹿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4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谜系列 谜恋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5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SLINN 玉润调理套-玉洁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6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润调理套-丝柔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7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芝荟 芦荟舒爽美肤五件套- 芦荟舒爽
美肤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6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舒爽美肤五件套- 芦荟舒爽
美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7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舒爽美肤五件套- 芦荟舒爽
美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7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舒爽美肤五件套- 芦荟清扬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7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舒爽美肤五件套- 芦荟丝柔
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7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8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美妍阿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8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和美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和美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和美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79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青春逆龄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青春逆龄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青春逆龄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资玫堂玻尿酸靓颜套-植物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8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丽浩淞JLHS暨美润颜靓肤套组-润颜
靓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09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基底修护套-绝代百草基底滋
养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基底修护套-绝代百草基底滋
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基底修护套-绝代百草基底滋
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焕彩活丽套-生物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焕彩活丽套-蚕丝蛋白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清漾晶莹套-蚕丝蛋白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生物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蚕丝蛋白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清漾晶莹套-生物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1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青春逆龄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2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2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颜皙本草净颜套-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34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焕采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3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紧致抚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3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焕采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无瑕雪颜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无瑕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无瑕雪颜按
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细致净颜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沣韵姿美肤紧致组合-美肤紧致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紧致轻盈组合-紧致轻盈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48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iym 密集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60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完美态度弹力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66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姿姿韵维生肽韵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2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去角质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去角质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去角质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豪润丝赋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77 广州彩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妍柔沁透修护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9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ZBZ水活力精纯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96
广州焕新赋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nura卡丽娜酵母赋活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97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FANS俏梵希樱花香氛鹅卵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899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完美态度活肤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00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缇雅 · 香集魅惑丝柔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05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DTRM男士轻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08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润·纯水润精华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09
广州伊瑞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滋媛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15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肌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17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TAVIER驻颜粉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24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水润滋养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e线名膜迷你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3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OEDO  蜗牛滋润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蜗牛滋润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蜗牛滋润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3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4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荙氨基酸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48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億美小分子多肽抚纹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54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5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庚达三汉坊颜 逆龄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61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玑珍珠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玑珍珠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玑珍珠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尚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95 广州蓓尚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姿姿韵维生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3999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泥美肌水嫩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泥美肌水嫩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泥美肌水嫩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舒缓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0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阿玛施 美希氨基酸凝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09 广州爱来贸易有限公司

仁美聚植萃草本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17
冻龄十八（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润肤蔻钻石清滢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18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晶仙妍蚕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1 广州聚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ESTGIRL摩丝逆龄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2 广州维医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牛油果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牛油果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牛油果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美聚植萃草本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28
冻龄十八（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毛发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毛发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保丽丝草本洗发液（毛发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蒂娜艾颜多肽动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39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莹润补水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莹润补水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莹润补水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钻石卡入会礼-透明质酸保湿液
（31周年珍藏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4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TOMEYAN美肌烂漫花香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47 广州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皙肌底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60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悦目舒纹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61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奈佰丽雾光弹润精华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68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黑钻微透魅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7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黑钻微透魅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7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黑钻微透魅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7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明眸善睐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8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活露泉铂金亮采润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铂金亮采润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铂金亮采润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贝之吻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096
广州聚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后胶原蛋白水晶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07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佳发尊小黑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09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田青木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丝朗柔润亮泽滑溜溜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柔润亮泽滑溜溜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柔润亮泽滑溜溜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老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老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老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肤妮ANFUNI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  多肽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1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 神经酰胺多效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溪花露雨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7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黄金多效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黄金多效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黄金多效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SPA 玻尿酸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39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梵丽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丽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丽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诗 植萃修护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4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皙语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5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烟酰胺弹润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6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束 触觉柔焦双效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196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丝缇　美韵姿宠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03 广州欧洁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头部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头部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头部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中养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艾坊肩颈艾草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3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轻松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48 广州一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郎菲 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郎菲 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郎菲 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霖水玲珑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霖水玲珑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霖水玲珑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宝玫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宝玫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宝玫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凝光感无瑕双层气垫盒（自然色）-
慕斯盈润腮红膏+水漾光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75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尚凝光感无瑕双层气垫盒（象牙白）-
慕斯盈润腮红膏+水漾光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276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酵韵纳米微晶酵素焕肤体验套-酵韵酵
化露+酵韵酵素液+酵韵微晶酵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367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腿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腿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腿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腹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腹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腹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腰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腰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靓丽秀身套装-腰部紧实秀身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与和谐净肤瓷肌套盒-净肤瓷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2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本草净颜套-净肤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4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菲利佩莹润补水保湿套-莹润水嫩保湿
凝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6 广州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腰部保养御养套 腰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腰部保养御养套 腰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御康养 腰部保养御养套 腰部保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2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逆龄线雕皮肤管理套寡肽逆
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3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洋甘菊纯
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3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洋甘菊纯
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3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如尚聚能养肤修护套-洋甘菊纯
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3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 暖通魅力调理套-提升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3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嫩肤靓颜冻干粉+
嫩肤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5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嫩肤靓颜冻干粉+
嫩肤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5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嫩肤靓颜冻干粉+
嫩肤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5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焕彩活丽套-活丽冻干粉+活丽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5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舒缓修护套-舒缓冻干粉+舒缓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5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清漾晶莹套-晶莹冻干粉+晶莹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6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姿姿韵维生肽韵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67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姿姿韵复合肽冻干粉-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68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舒缓冻干粉+舒缓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7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舒缓修护套-嫩肤靓颜冻干粉+
嫩肤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7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基底修护套-绝代百草基底净
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49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盈润舒缓套-绝代百草盈润舒
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0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盈润舒缓套-绝代百草盈润舒
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0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盈润舒缓套-绝代百草盈润舒
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0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经典套-三天嗖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舒畅套-舒畅膏3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2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舒畅套-舒畅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4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修护滋养套-草本植
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5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修护滋养套-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6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修护滋养套-草本植
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7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舒适妈咪草本植物舒畅套-草本植物舒
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38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魅资莱新肌焕颜修护精华套组-新肌焕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4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资莱清爽净颜按摩精华套组-清爽净
颜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4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香龙净润精华露套组净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48
广州天河华香龙发展有限公
司

华香龙 净润精华露套组石榴多酚精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49
广州天河华香龙发展有限公
司

悘美康水润女人套-悘美康水润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51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悘美康水润女人套-悘美康水润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52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悘美康水润女人凝肌套-悘美康优能美
肌娇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58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紧致精华素
（A剂）+紧致精华素（B剂）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6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泡沫型焕采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6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卓颜抚痕方程组合--紧致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7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无瑕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7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泡沫型焕采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7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无瑕雪颜精华
素（A剂）+无瑕雪颜精华素（B剂）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雪肌无瑕方程组--细致净颜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57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倍翘女郎 浓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浓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浓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曼倩妆多肽修护焕颜冻干粉+多肽修
护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2 广州广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舒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4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寻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5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畅游丝滑玫瑰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06 广州澳悉诺贸易有限公司
寻妍仙人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14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妍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16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玫瑰香氛滋润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2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kon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46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滋媛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56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唤能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79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UR CENTURY  新生态花萃凝时抗皱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80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VENSI NATURAL MILD HERBAL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8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AVENSI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9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SOFTSEDUCE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9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AVENSI NATURAL MILD HERB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9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AVENSI NATURAL MILD HERB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469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DIFO 忆美丝水润蛋白烫染修护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1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水润蛋白烫染修护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1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CODIFO 忆美丝水润蛋白烫染修护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1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美汇男士控油冰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2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COLLAGEN & KERATI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2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伽莉魅力清畅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31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黛芝化
妆品商行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1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GATASE COLLAGEN & KERAT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COLLAGEN & KERATI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5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动力凝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83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宝匠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7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焕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焕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宝匠焕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净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净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净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GK女性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10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梦幻之城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16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活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38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4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秀妍酵母胶原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4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47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dikon浓密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浓密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浓密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奈肤 FARENAIVE 氨基酸净润营养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57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物洛曲安颜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67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诗 轻柔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70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澜源发丝毛躁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7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魅丝 香氛洗发乳【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73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滋养润唇膏（香橙）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然歌 水漾年华方程组--水漾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流浪者之歌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流浪者之歌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流浪者之歌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滋养润唇膏（男士）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多效修护养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6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黑鸦片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黑鸦片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黑鸦片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卢丹之水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卢丹之水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卢丹之水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子净肤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1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独角兽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独角兽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独角兽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超级雪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超级雪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超级雪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八月夜桂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八月夜桂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仙馥本仙系列八月夜桂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男士运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男士运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男士运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UANA CASA慕安娜卡莎精油沐浴乳（薰
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7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8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MFF 奢系列水感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09
米昂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FF 奢系列水感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10
米昂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水氧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黛丝水润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27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inBottle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柔
亮蓬蓬空气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28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美肤赋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39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水润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1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植萃养肤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eauty Coming 补水透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6 广州臻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YGIRIM 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4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丽滋媛神经酰胺清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52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MEYAN香薰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56 广州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妍柔沁透修护隔离霜03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5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玛茜  四倍蚕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7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妍柔沁透修护隔离霜0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7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HOLD LIVE 甜心漾彩眼影盘9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87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 润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8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沉香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90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AYGIRIM 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4991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瑞依妍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依妍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依妍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翎雪 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2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亮发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亮发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亮发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雪 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5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芳妍 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芳妍 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芳妍 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翎雪 马油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13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润肌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润肌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润肌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 毛孔净化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21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DHELFOI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36 广州企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HELFOI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37 广州企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玫瑰双效润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45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中雅滢润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4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滢润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4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滢润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4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49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V·18黄金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55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众健量子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56
广州市众健量子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玉昭妍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62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润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65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多肽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66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diko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UAZHISU 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075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再丽大使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0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0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0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姬妮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头发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17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之坊臻源美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昌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昌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昌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昌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昌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昌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香君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御香君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御香君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小四郎 能量酸碱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7
广州市白云区小四郎化妆品
厂

小四郎 能量酸碱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7
广州市白云区小四郎化妆品
厂

小四郎 能量酸碱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27
广州市白云区小四郎化妆品
厂

小象希宁 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49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美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50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雪阁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寻妍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58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宝宝痱子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1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COK胶原蛋白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7 广州孙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STALY MOISTURIZING COMFORT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6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多肽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76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SSTALY COLLAGEN GRAPE ESSENCE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9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STALY VOLUMZING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9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STALY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29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迪圣雅诱惑持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04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诱惑持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04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诱惑持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04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SSTALY PROTEIN RX REPARATIV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1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哎吖吖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12 广州卡啰伊商贸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2#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2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M双头眉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24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寻妍多肽美丽因子冻干粉+多肽美丽因
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31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5#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3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3#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3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3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纯美简爱优肌之源修护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39 广州市天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6#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ABANIA ARGAN OIL SILICONE-FRE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5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BANIA ARGAN OIL SILICONE-FRE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5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4#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6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妍童颜美肌因子冻干粉+童颜美肌因
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63 广州美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MMY CANDY 雅蜜凯蒂丝柔晶彩三色眼
影（A组）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64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ANIA ARGAN OIL COLLAGE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6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 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71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Haruka Slim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aruka Slim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aruka Slim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 活色生香金装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76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RE-TRUCTU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樱花粉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樱花粉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樱花粉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旋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4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 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YUMMY CANDY 雅蜜凯蒂丝柔晶彩三色眼
影（B组）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88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烟酰胺弹润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BANIA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MACA ACAI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39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海藻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海藻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海藻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elian惹恋 纤长梦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 纤长梦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 纤长梦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AYGIRIM 咖色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SOFTSEDUCE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0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SOFTSEDUCE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1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MY CANDY 雅蜜凯蒂丝柔晶彩三色眼
影（D组）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12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DFACI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1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2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adorn 瑾妆 石斛花鲜润修护紧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2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莉维蒂 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0
芒果优元素（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采佳柔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1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韩己女人香水养蛋白洗发乳（柔顺补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5 广州柔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深海泥洁净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深海泥洁净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深海泥洁净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莉维蒂 光甘草定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41
芒果优元素（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一枝春 绿茶净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绿茶净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绿茶净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桥水柔首乌生姜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53
广州真事美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玻尿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6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歌莉维蒂 寡肽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0
芒果优元素（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vidikon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蔻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4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87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vidikon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倍翘女郎 炫黑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炫黑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炫黑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双效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双效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翘女郎 双效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ICHEON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1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质·参灵草紧致修护肌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29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0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肩颈舒缓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1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域余好美  激活霜（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  激活霜（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  激活霜（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健淳 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8
广州尚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妙心莲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妙心莲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妙心莲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4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妤 慕斯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61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 SHOU精粹修护水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6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沁亮娇妍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6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所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所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所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SD2密集透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7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净肤清痘养护调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7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所愿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所愿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所愿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5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兰姿凝润水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17 广州晨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GE黎歌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1
广州颜润岚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OX吃土色五件套口红115#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2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吃土色五件套口红113#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3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吃土色五件套口红116#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4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吃土色五件套口红117#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5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吃土色五件套口红114#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6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御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御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御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2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植萃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植萃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植萃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玥草堂草本御养能量套-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雪胸部护理套-胸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3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ko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方汇美集茯苓颐养调理套组-颐养佰
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4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茯苓颐养调理套组-颐养佰
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臻贵典范调理套组-温养舒
活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4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4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美韵妩媚修护套-美韵妩媚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创美雕多效亮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59
广州市比兰茜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億美小分子白蒺藜美肌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61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活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6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活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6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活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6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安瓿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安瓿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安瓿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安瓿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鳕鱼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鳕鱼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鳕鱼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纤长魔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7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动感卷曲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动感卷曲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动感卷曲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娇妍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娇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 净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臀臀善诱臀部套芦荟净肌去角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68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思梵香水套装-伊思梵魅惑水 红毒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08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MAYSO玫苏大开眼界密旋睫毛膏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09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詩美人樱桃保湿水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15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雅欣轻盈草本套-轻盈养护草本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1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凰晶透玉肤套-晶透玉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1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晶透玉肤套-晶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18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纯然玫莉补水套-玫莉纯露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1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晶透玉肤套-晶透纯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2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晶透玉肤套-晶透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21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魅丝 香氛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31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栢植魅力俏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35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植幸福之源草本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36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植动力平衡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37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瑟 舒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4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ef 持久焕亮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49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韩己女人香水养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50 广州柔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与和谐私人定制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60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莲俪人水漾嫩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76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美夫人焕颜益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84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美夫人焕颜益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85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宋慧乔燕窝金箔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8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SD蓓丽缇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793 广州蓝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兰芦荟补水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00 广州妍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邑eoeii 法式香氛松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15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T SHANGTON恒彩魅泽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2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奢醇 甄选浓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30 广州奢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inBottle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修
护蓬蓬空气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31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水胭脂冰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35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芬芳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52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k赋美园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54 广州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良品三七玻尿酸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77 广州市信愉商贸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韵滋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89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梦幻美肌修颜气垫CC霜23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94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妆施吟梦幻美肌修颜气垫CC霜2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5895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MMY CANDY 雅蜜凯蒂丝柔晶彩三色眼
影（C组）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15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猎豹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猎豹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猎豹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3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姿姿韵维生肽韵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43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佳养诗颜靓肤溶酶液+靓肤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0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海洋珍珠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3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韵舒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4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韵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6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58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lian惹恋纤长炫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6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纤长炫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6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纤长炫翘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6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菲兰斯密罗木珍爱美肌组合-密罗木
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69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inBottle 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柔
亮蓬蓬空气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80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硕世激强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81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奢醇 粒粒姜皇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86 广州奢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能保湿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9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密罗木珍爱美肌组合-密罗木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94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Beauty Breast 
Enhancer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Beauty Breast 
Enhancer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Beauty Breast 
Enhancer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59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脐寿脐源御养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06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痘臣氏肌因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07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Brightening 
Tee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Teeth Whitening Tooth 
Brush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Teeth Whitening Tooth 
Brush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Teeth Whitening Tooth 
Brush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玲珑 轻盈滋养草本油+葡萄柚精油+
肉桂精油+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芷萃臻颜保湿紧致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21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密罗木珍爱美肌组合-密罗木
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22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采佳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2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采佳柔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28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limmling Cellulite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limmling Cellulite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limmling Cellulite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ICHEON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4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4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4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密罗木珍爱美肌组合-密罗木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58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线名膜迷你海洋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MeiYanQiong Skin Repair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kin Repair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kin Repair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Fungal Nail 
Treatmen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Fungal Nail 
Treatmen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Lavender Fungal Nail 
Treatmen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释嘉舒缓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嘉舒缓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嘉舒缓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嘉舒缓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6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龄逆时童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7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HUIBAIMEI汇百美海洋红藻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8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ETFRA聚芳 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8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悠邑eoeii 亲水羽滑塑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86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哆梦缘竹炭泡泡输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87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爵士 薰衣草净化浴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1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Probioti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Probioti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Probioti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0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Morocco Hair Growth 
Nu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Morocco Hair Growth 
Nu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Morocco Hair Growth 
Nu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Fine Por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al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 Anti-Fungal 
Beriberi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 Anti-Fungal 
Beriberi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Herb Anti-Fungal 
Beriberi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IX PEPTIDES REPAIR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IX PEPTIDES REPAIR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IX PEPTIDES REPAIR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FACE Care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FACE Care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FACE Care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倍润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35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肌密语 小分子寡肽臻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38 广州市迪耿商贸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皙颜缓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6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科龄平衡营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7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法姿姿韵酵素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68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光感魅色柔润不沾
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0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生物酶美颜紧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7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8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8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8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蘇哲勺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89 广州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19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家洁男士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1
广州雅家洁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ICHEON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CHEON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珂纳偲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09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蜜艾坊娇韵艾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3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柏肤肌初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33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艾莲俪人水漾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45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莲俪人水嫩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51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莲俪人水漾透润盈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54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养诗颜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82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手足天下 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92 广州展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手足天下 水润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93 广州展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手足天下 草本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294 广州展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红石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05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蓓美牡丹红唇水感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06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纳偲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15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膤缈婷舒缓调理头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18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匯薰衣草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2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 极致冰川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鱼子精华莹亮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鱼子精华莹亮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鱼子精华莹亮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洋甘菊花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洋甘菊花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洋甘菊花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薰衣草花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薰衣草花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薰衣草花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玫瑰花水亮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玫瑰花水亮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玫瑰花水亮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膤缈婷去屑型植物组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55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 氨基酸轻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5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詩美人洋甘菊舒缓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57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Snail 
Brigh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常百姓家玻尿酸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3
广州寻常百姓家日常用品有
限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 氨基酸轻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6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咪朵拉小辣椒概念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7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家洁果木精萃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77
广州雅家洁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寻常百姓家玻尿酸水嫩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83
广州寻常百姓家日常用品有
限公司

资玫堂舒缓修护组合-舒缓修护冻干粉+
玫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88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CHEON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资玫堂保湿基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3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 Tea Tree Hyaluronic 
Acid Water Ligh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魅惑臀部养护套——魅惑臀部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海娜 水润蛋白多效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397
广州佛诺斯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亿莲雅臀腿精致特配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ESD2密集透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0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兰玛姗缔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19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珂纳偲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23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绪美淼补水植酵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24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淼补水植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1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腰腿滋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小妹玻尿酸水酷保湿套盒-玻尿酸水
酷锁水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小妹玻尿酸水酷保湿套盒-玻尿酸水
酷倍润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小妹玻尿酸水酷保湿套盒-玻尿酸水
酷保湿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小妹玻尿酸水酷保湿套盒-玻尿酸水
酷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3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韩婵 水光柔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光柔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光柔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晶莹无瑕嫩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珂美四色轻盈幻彩蜜粉（01慕斯幻
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6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四色轻盈幻彩蜜粉（02薄纱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7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寡肽祛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4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ESD2净肤清痘养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5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羽世迈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羽世迈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羽世迈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羽世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羽世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羽世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華颜世纪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華颜世纪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華颜世纪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6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微肤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3
广州市微统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華颜世纪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華颜世纪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華颜世纪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燕虞燕窝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虞燕窝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虞燕窝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绪美淼补水植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79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花妍烟酰胺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8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花妍烟酰胺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8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花妍烟酰胺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8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魅 娇宠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89 广州爱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4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宋慧乔光感亮采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0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浓萃定妆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14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俘迪丝氨基酸去屑调理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20
广州市汉发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匠鳄鱼油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2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精华素组合
-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粉+焕肤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精华素组合
-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粉+焕肤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精华素组合
-寡肽焕肤舒润冻干粉+焕肤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F 奢系列水感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72
米昂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军锐生物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591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兰玛姗缔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02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军锐生物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06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心渼康活泉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14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渼康活泉玫瑰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16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珈TOOJA 鲜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18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 鲜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18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养诗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19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蓝莓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27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3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生物肽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32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薰衣草精油保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3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4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醒肤幻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5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花漾诗语立体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62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原液红润补水蜗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原液红润补水蜗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原液红润补水蜗牛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6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十色持妆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72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INN 玉润调理套-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8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调理营养套-丝柔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8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LINN 玉洁平衡套-玉洁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682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ICHEO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1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俘迪丝氨基酸强韧控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17
广州市汉发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姿本论 水润赋妍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18 广州姿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家洁青春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21
广州雅家洁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俘迪丝氨基酸丝滑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23
广州市汉发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PHANEDA COLLAGE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2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2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 备长炭净透雪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3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PHANEDA COLLAGE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3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玫瑰精油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33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子草自然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37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4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4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百果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4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HANEDA COLLAGEN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4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钻蜗牛蛋白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5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植物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6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健淳生物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63
广州尚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芙拉花妍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74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韵姿谜 幼肌焕颜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77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姿谜 美肌时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81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珀姿 舒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珀姿 舒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珀姿 舒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情密密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96
广州市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坦晶仙妍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797 广州聚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蜜语女人爱 慕斯盈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53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YANGIR舒研玑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59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酵素冰肌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62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迪芬缇燕窝鲜润臻颜玉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65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净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净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净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89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O 轻透丝滑粉饼（04瓷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90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谜 幼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91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O 轻透丝滑粉饼（0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9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轻透丝滑粉饼（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89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头吟匠胶原蛋白绒球+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13
广州白头吟匠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久璎洛多肽复合冻干粉+多肽复合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15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灯泡水汪汪赋活原液套—水汪汪赋活
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1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芬缇燕窝沁润晚安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18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灯泡水汪汪赋活原液套—水汪汪赋活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2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谜 美肌时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27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悠朵光感水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29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玑御养 净化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36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玑御养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37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玑御养 草本均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38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佑依 青春美肌晚霜（EX）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39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魅丽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0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深层滋养净排套-深层滋养净排
霜(A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1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深层滋养净排套-深层滋养净排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2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深层滋养净排套-深层滋养净排
霜(B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3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4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净透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平衡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醒肤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694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2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29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30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31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丽素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丽素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丽素 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丽素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丽素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丽素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谷胱甘肽时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4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棕榈酰六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5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玛姗缔臻颜多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67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神叨真我不妆素颜霜 （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68 广州千式姿彩贸易有限公司
神叨真我不妆素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69 广州千式姿彩贸易有限公司
NICO 无瑕净透遮瑕液（03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无瑕净透遮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5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无瑕净透遮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6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Bottle 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光
耀亮亮丝绸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8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Bottle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深
润亮亮丝绸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81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7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玉昭妍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00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倩橄榄纯净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纯净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纯净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1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谜 幼肌焕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16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美佳鳄鱼油多肽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117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养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2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提升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2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 洋甘菊舒柔浴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42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HOLD LIVE 绝色魅惑眼影盘501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49 广州奥希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iym 美宝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57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叶草 微脸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叶草 微脸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叶草 微脸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渼康活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75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KLOLi高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80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姿韵亲妆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84 广州御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杏润小妖眼胶原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86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28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多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铂金玻尿酸尊贵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0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美莱意大利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2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美莱西班牙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23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姬量子颐养调理套组-量子醇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姬量子颐养调理套组-量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深海鱼子舒缓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3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双效防冻霜（橄
榄润肤）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3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双效防冻霜（橄
榄润肤）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3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双效防冻霜（橄
榄润肤）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3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时代 莹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45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细滑柔润霜（香
橙营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细滑柔润霜（香
橙营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细滑柔润霜（香
橙营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水亭花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水亭花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水亭花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特润防皴霜（牛
奶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特润防皴霜（牛
奶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特润防皴霜（牛
奶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58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洋甘菊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柔嫩保湿霜（草
莓柔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柔嫩保湿霜（草
莓柔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蘑菇儿童倍护柔嫩保湿霜（草
莓柔爽）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6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时代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74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瀛 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75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京瀛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77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魅力欣妍逆龄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83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立体深层修护套-立体深层修
护冻干粉+立体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8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立体深层修护套-立体深层修
护冻干粉+立体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8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立体深层修护套-立体深层修
护冻干粉+立体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8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萱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萱焕颜密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39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0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0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0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13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 便携卸甲巾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3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hanchu韩初玻尿酸鲜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33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 便携卸甲巾青苹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3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水动力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娇莱柔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57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庚达三汉坊颜 睛彩金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5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ZHISU 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63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 便携卸甲巾薄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6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 便携卸甲巾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6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DOEQIVE 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74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雅诗浓黑柔美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8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甄彩原生态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83
广州市美甄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xi 酷黑魅影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90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xi 酷黑魅影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90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xi 酷黑魅影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90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凯茜红酒玫瑰水光嫩肤膜+植物胶原
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7499
广州聚优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NNV灵动纤变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0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莎娇莱亮彩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02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缇雅 · 香集基底焕颜面膜（玫瑰水
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07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BIOSPA生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16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奈儿奢宠臻养亲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1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ΛRVEL SHINING山茶花焕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18
广州德汐妍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水感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感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感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 · 香集基底焕颜面膜（薰衣草
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22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庚达三汉坊颜 瓷肌草本焕颜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25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赫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3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C-UK 润肌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 润肌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 润肌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洋甘菊精粹柔亮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40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清透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清透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清透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柔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56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雅欣轻盈草本套-轻盈养护草本液（2
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6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乐辉肩颈柔润草本植萃套-草本滋润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62 广州旺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康乐辉肩颈柔润草本植萃套-草本舒缓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63 广州旺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曦润净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67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TFRA聚芳 臻润头皮护理套组-头皮香
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7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臻润头皮护理套组-头皮滋
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7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78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京瀛 素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81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⑥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④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⑤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⑥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59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④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0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0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0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0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纤传钰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传钰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焕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Softto神经酰胺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49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50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5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5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二裂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765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深海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06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深海鱼子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0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深海鱼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0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金箔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0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1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1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菲亚1+1美颜组合 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1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倩酷朗男士活力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1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酷朗男士活力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1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酷朗男士活力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1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紧致调理液⑤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紧致调理液④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紧致调理液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紧致调理液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3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婴儿肌牛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4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紧致调理液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4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肌底调理液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肌底调理液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4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水凝柔光恒久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4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蓝莓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51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肌底调理液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6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柔嘟水漾物语紫苏云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2 广州柔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护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护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护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羽琪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4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尚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尚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立嘉瞳画美眸眼部课程-美眸亮采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78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KRFENGM幼肌童颜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83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淑恩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8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8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8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欣妍逆龄臻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099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02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honey box 腊菊神经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11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丹妮孜玻尿酸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14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醒肤新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2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莎草本焕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24
广州市俊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3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伊杉美恩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42
广州市恩上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花芷萃臻颜紧致保湿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53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姿Ⅱ 美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66
广州香奈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晶透亮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8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莱美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91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丽莎草本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92
广州市俊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娜儿慕美焕颜水库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9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逆龄时代 生物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94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丽莎草本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198
广州市俊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萱肌微时代水娃娃水漾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醒肤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芷萃玻尿酸精华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5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活性肽莹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6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强韧防枯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强韧防枯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强韧防枯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7.45富勒烯精粹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08
广州益品宏成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橄榄滋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莎草本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6
广州市俊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兰名香小黄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17
广州蔓琳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BOO黄豆滋养美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20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黑米滋养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2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IHOME豆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24
广州美丽誓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柏格曼亮颜焕采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31 广州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量子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量子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仁堂舒润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48
广州美域高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汇美集臻贵典范调理套组-植物元
素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臻贵典范调理套组-能量养
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茯苓颐养调理套组-颐养佰
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米诺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米诺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米诺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亿嘉草本舒展赋活套-草本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蝶 莹润靓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莹润靓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莹润靓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瑞兰 FAIRYNATION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7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净透紧致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78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法丽塔 弹力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醒肤新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柔皙透亮无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柔皙透亮无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柔皙透亮无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雅氏清爽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6 广州蓝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SPA山茶花修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297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SPA山茶花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03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贝斯草本痘王粉刺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0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赖妆海南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合家合美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家合美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家合美婉柔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SPA积雪草修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5 广州碧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玫堂水氧赋活保湿套-蚕丝胶原滋养
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18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思愛莉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29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生物肽调理液+生物肽调理啫
喱+生物肽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1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活性肽莹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4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净透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修护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6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瓷颜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7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3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瓷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42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庚达三汉坊颜 瓷肌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43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绿美水嫩舒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4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YKLOLi凝时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50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活性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54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渼康活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56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养诗颜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62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寡肽倍舒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64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66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瓷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68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 胶原蛋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72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K赋美园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75
广州赋美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计红区逆转调肤套-红区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7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逆转调肤套-紫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9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水润柔嫩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39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RFENGM净瑕焕颜套-净瑕焕颜莹嫩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1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子草清润亮肤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6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瑞诗水光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瑞诗水光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瑞诗水光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水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11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塔舒润美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1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羞儿臻爱蜜语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16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羞儿臻爱按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17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羞儿臻爱嫩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18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伊美婷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提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提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提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道堂SHUDAOTANG刷刷秀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48 广州聚卓贸易有限公司
KRFENGM净瑕焕颜套-净瑕密集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49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平衡调理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5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RFENGM净瑕焕颜套-净瑕焕颜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55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meiym 皙透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57
广州医美易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FENGM净瑕焕颜套-净瑕水凝晶透洁颜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60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逆转调肤套-红区调理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6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逆转调肤套-紫质调理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6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红区调理液⑦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6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紫质调理液⑤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6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碧御芙水光裸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77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KRFENGM深层滋养净排套-深层净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82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49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惑本色套盒-诱惑持久定妆控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04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0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水元素肌肤优化套 有氧表活水+水
氧深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2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HANEDA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3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水元素肌肤优化套 玻尿酸泛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3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水元素肌肤优化套 水元素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3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惑本色套盒-诱惑胶原蛋白持妆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46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55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56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57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58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 清秀佳人植萃套-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76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深度补水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深度补水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深度补水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幻百丽 玻尿酸胶原蛋白氧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9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玉致 美藤初肌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595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水元素肌肤优化套 水元素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0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丽红颜润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13 广州美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15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 YOUR HEART活氧泡泡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2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 YOUR HEART活氧泡泡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2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 YOUR HEART活氧泡泡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2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布兰缇尼水光润皙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27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透明质酸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59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木颜轻薄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66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绚美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69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 PARTERRE 山茶花多效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71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多肽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83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超驰男士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87 广州超驰科技有限公司

好脸面冰爽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8688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pure菲朴百合百合净透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08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多肽臻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13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神经酰胺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16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持久造型液态眼线笔#801经典酷
黑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21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布兰缇尼寡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25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点雪肌修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29
广州市冠美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妆点锁水补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37
广州市冠美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太极佰草橄榄精华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42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一笔成型眉笔（黑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57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云木颜金纯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4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甘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5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倾城靓颜清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月倾城靓颜清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月倾城靓颜清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一笔成型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72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萱肌微时代水娃娃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gello KERATI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滋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滋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滋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gello KERAT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水漾凝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878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蔻诺·清颜 平衡调理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0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Wo臻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06 广州市蜗品贸易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09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水漾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绯梵美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13 广州花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水漾动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2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水漾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2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水漾呼吸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2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朵嘉丽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31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水元素肌肤优化套 按摩中和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3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芝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38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黛芝化
妆品商行

妤思妤络鲜草《露》套-鲜草精华Ⅳ号+
妤思妤络鲜草《露》套-鲜草膏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39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霜》套-鲜草精华III号
+妤思妤络鲜草《霜》套-鲜草膏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40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家合美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家合美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家合美骄阳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宝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宝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宝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仙人掌精华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仙人掌精华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仙人掌精华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灌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灌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灌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惜妍艾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惜妍艾草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5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腊菊神经酰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0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CBM瞳画美眸眼部课程-美眸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瞳画美眸眼部课程-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2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瞳画美眸眼部课程-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瞳画美眸眼部课程-美眸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8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瞳画美眸眼部课程-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79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瞳画美眸眼部课程-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80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nuos诺色美肌新活复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8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平衡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9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醒肤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9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醒肤幻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9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U碧鸥艺术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8238893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色之悦 矿物质舒缓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0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基茵壹号 控油益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06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金芝堂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0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1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焕颜修护组合-焕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  焕颜修护组合-焕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1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1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女神院长逆龄奇迹弹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34 广州水沅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蘑菇头丝滑弹润美颜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3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莲花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41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蘑菇头丝滑弹润美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4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TLA她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45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韩妮美胡萝卜素植物唇膏（2#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54
广州欣广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妮美胡萝卜素植物唇膏（1#裸）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55
广州欣广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詩美人草莓酸奶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56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依吉丽嫩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57
广州祥缘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凰蓝莓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67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平衡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ooth Du杜润平衡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ooth Du杜润平衡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羽凰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80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凝时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凝时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凝时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89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黄芪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18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CHEON玫瑰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玫瑰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玫瑰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悘美雅冰凝焕颜套-悘美雅复合多肽冻
干粉+悘美雅复合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26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LE CYGNE嫩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38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纤长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41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养诗颜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46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悘美雅冰凝娇颜套-悘美雅复合多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50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绯梵臻萃莹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81 广州花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 PARTERRE 山茶花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087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0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量子明亮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眼部凝亮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肌底水漾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0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水动力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眼部多效美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清透水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生妍生姜精粹油+独活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1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人参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1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畅养舒缓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2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畅养舒缓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2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畅养舒缓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2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菲玫瑰焕颜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34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水光润皙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35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幼肌酵素透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41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胡萝卜素舒缓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胡萝卜素舒缓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胡萝卜素舒缓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6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透亮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凰臻活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67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薄荷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71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森黛  深海鱼子舒缓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  赋活紧致黄金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多肽动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丽苏植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丽苏植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丽苏植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3918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FO笛梵茶树强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0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IFO笛梵茶树强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0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IFO笛梵茶树强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05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CONTOU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CONTOU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CONTOU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EYE CONTOU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nBottle因你而异氨基酸护发素（轻
盈蓬蓬空气感）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24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maninecall  亲肤丝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30 广州瑟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多效智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33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生姜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61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菩草堂 姜素热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69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草堂 姜素热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69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草堂 姜素热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69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草堂 姜素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7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草堂 姜素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7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草堂 姜素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7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丽红颜草本精华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82 广州美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光感变色不沾杯口红01玉米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8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花酿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9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柏肤源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2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0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0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0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光感变色不沾杯口红02胡萝卜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1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琪拉修护粉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20
广州量子化妆品研究有限公
司

布兰缇尼水光润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21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氨基酸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35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绚美透亮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36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凰水感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0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铭丽润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1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绚美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2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 深海胶原
水嫩润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 深海胶原
水嫩润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 深海胶原
水嫩润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ENPIR茶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PIR茶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PIR茶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PHANEDA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4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臻美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51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水光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53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秋色焕颜润肤气垫BB霜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6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焕颜润肤气垫BB霜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黛曼尼倾慕晶彩滋润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黛曼尼倾慕晶彩滋润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黛曼尼倾慕晶彩滋润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美佳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佳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佳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7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绚美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388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CNDbluesky金属柔光唇釉 203深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0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菁纯肌底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06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菁萃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07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rpa持久造型液态眼线笔#802自然深
棕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1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快美吸收30X仙人掌舒缓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14
广州快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D'angello KERATI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2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净透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2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养诗颜紧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26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圣莎 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30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YGIRIM 黑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36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D'angello KERATIN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3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秀堂雪莲花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40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gello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4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臻颜妙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4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SCHER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4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纯活悦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4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蕾卡元气光感双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50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媄涵梵尘瓷肌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5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SCHER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6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瓷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6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植萃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8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心堂草本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90
广州煜姝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菲尔舒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491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之秀靓颜水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1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之秀靓颜雪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7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之秀靓颜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8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凯曼纷泽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85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净瑕焕颜套-植物净排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39694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科媞娅淡纹逆龄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1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媞娅淡纹逆龄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1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媞娅淡纹逆龄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1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秀堂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1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美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1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20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2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梵臻萃莹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27 广州花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美颜焕活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3972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美臀魅惑呵护套美臀魅惑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美臀魅惑呵护套美臀魅惑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2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美臀魅惑呵护套美臀魅惑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滑力加 白茶素头皮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36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Fenti贝迪芬缇亮颜柔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40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42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4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小菊花补水亮肤套-小菊花美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5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瀛 源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55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仟花佰草  小菊花补水亮肤套-小菊花
美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5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  小菊花补水亮肤套-小菊花
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5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酿玻尿酸滢润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64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美肌颜灵芝养颜新肌套-灵芝养颜新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65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美肌颜灵芝养颜新肌套-灵芝养颜新肌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66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美肌颜灵芝养颜新肌套-灵芝养颜新肌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68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珍维丝Janwes茶麸香水营养强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69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荃恋修护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1 广州荃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瓷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7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晶透皙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晶透皙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晶透皙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沙棘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8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幸福美氨基酸净颜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2 广州市宏为尔科技有限公司
Wo臻护净妍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3 广州市蜗品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婴儿肌净颜补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婴儿肌净颜补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婴儿肌净颜补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遮瑕焕颜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199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苗悦堂修护补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1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火山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2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洋甘菊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洋甘菊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洋甘菊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灵芝养颜新肌套-灵芝养颜新肌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13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冻干粉+多肽修护
臻享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冻干粉+多肽修护
臻享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冻干粉+多肽修护
臻享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纯米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新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2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莱资维生素E蜂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31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修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修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修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T SHANGTON轻盈无痕四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33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柏肤源男士舒缓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舒缓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舒缓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水润焕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水润焕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水润焕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Fenti贝迪芬缇活性肽修护溶酶液+
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60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臻美焕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66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ISCHER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7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莉诗致睛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74 广州旭森贸易有限公司
柏肤源美肌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美肌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美肌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秀堂石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80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绚美多肽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81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0282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莉诗致睛眉笔#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2 广州旭森贸易有限公司
樂氏同仁植萃精华丝滑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樂氏同仁植萃精华丝滑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樂氏同仁植萃精华丝滑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柏肤源靓丽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靓丽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靓丽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 胶原短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08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TOPHANEDA SMART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2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莉诗致睛眉笔#03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33 广州旭森贸易有限公司
阿梵诗美颜焕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36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chu韩初寡肽多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46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寡肽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4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广角旋转刷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54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秀堂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58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60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Z贵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61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椰子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62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舍清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66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臣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75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黛熊玉肌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8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胶原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8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胶原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8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胶原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8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莲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0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莹润冰晶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娇浓酵素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5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玫兰 青春有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6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森巴夫  SoLala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森巴夫  SoLala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森巴夫  SoLala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39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酶肽美 焕活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秀堂清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41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可可盈润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590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i-Softto视黄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59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鑫雅居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1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草本元气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2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博士多肽修护臻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nubial    女性粉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15
科丽碧欧（广州）健康护理
有限公司

康元玖妙之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4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活力美肌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活力美肌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活力美肌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娇润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佳妮 幸福之源御养套 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幸福之源御养套 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幸福之源御养套 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调 补水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4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肌调 补水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4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肌调 补水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4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  小咪倍护智慧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46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Ya LAMYACH 竹醋养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73
广州市菲兰雅诗贸易有限公
司

御姿荟平衡调养元精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674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0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焦点菁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0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能量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06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瑟大眼眸浓翘蚕丝纤维睫毛膏组合
（浓黑嫁接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26 广州魅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洋甘菊舒肤护理组合-舒缓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31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润养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润养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润养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O∧EZ磁石娃娃燕窝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莹润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莹润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莹润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曦雨 牛奶水漾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曦雨 牛奶水漾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曦雨 牛奶水漾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经典红保湿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4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 水漾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5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玫瑰净颜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5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启臣苦参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2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MSIS玫瑰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玫瑰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玫瑰精华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绿茶保湿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启臣水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8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美 栀子花海洋水动力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美 栀子花海洋水动力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6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美 小分子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美 小分子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盈亮护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盈亮护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香氛盈亮护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妮婷神经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7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芳颜 葡聚糖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芳颜 葡聚糖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谷胱甘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8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7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十六色粉雾少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0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香润修护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02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15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樊文花水盈焕透礼盒-焕采精华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2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润舍甘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25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迪雅多效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33 广州市摩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营养滋润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37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娇浓焕颜透皙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38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汰滑素轻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4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汰滑素轻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4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华秀堂金盏花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49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柏妮奥胶原赋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5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悠朵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53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TO素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O'couse澳蔻斯蔚蓝香水男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密集水肌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星口红FO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星口红FO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星星口红FO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舒缓健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舒缓健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微肽舒缓健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MEIDA 冰蓝精萃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纯润色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润色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润色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nuos诺色精纯舒缓修护还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8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86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e girl PRESSED GLITTER 
COLLECTION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9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O 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897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NIM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YONIM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YONIM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多肽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2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秀堂山银花舒缓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馨膜美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4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 迪咔婴儿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6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润舍薄荷舒缓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8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肌 熊果苷逆时光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熊果苷逆时光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熊果苷逆时光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1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毛囊毛发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0929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质·青春定格 金妆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749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特丝芬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175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黄芪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772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恋清透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779 广州荃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荘头爽灵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783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SINGER BIRD千色鸟燕窝奢养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08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源堂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1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冬の雅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2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醒肤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初妍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4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Gold Collagen renewal mask mym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Gold Collagen renewal mask mym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Gold Collagen renewal mask mym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启臣玉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18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芝蕴色缎光口红（滋润型）OR01 玫
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25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黄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26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芝蕴色缎光口红（滋润型）OR02 秋
风橘意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27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芝蕴色缎光口红（滋润型）OR03 绯
红恋歌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28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芝蕴色缎光口红（滋润型）OR05 摩
登女郎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29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芝蕴色缎光口红（滋润型）OR06 英
伦风情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0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清透冰晶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清透冰晶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清透冰晶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ooth Du杜润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ooth Du杜润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MSIS凝肌水润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凝肌水润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凝肌水润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TEFROST丝滑气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37 广州玉妮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年代烟酰胺原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40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语·琳燕窝新生美肌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41
广州黛美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多效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42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洲福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七草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4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dikon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UEENSTORY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Hm.Collagen蓁时套盒-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85 广州臻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m.Collagen蓁时套盒-可溶性胶原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886 广州臻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水动力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水动力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水动力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清透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清透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清透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青春十月奇迹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修护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2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玻尿酸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玫瑰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18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隔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0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鲜橙维他熬夜醒肤水光素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橙维他熬夜醒肤水光素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橙维他熬夜醒肤水光素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细滑嫩肤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细滑嫩肤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细滑嫩肤植萃萌友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婴儿肌补水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婴儿肌补水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婴儿肌补水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嫩滑保湿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嫩滑保湿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嫩滑保湿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粉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粉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粉嫩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细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细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细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补水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补水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自然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双色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双色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双色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倍润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倍润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倍润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芙雪黄金燕窝水活弹嫩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莉宝丝路花语细透亮颜蚕丝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2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蚕丝雪颜靓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蚕丝雪颜靓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蚕丝雪颜靓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玉容净透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玉容净透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玉容净透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山茶水润净透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山茶水润净透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山茶水润净透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熊果苷盈润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熊果苷盈润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熊果苷盈润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凝润嫩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凝润嫩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凝润嫩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冰河泥洁净滋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冰河泥洁净滋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冰河泥洁净滋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1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清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清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清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黄金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8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T'SNEW 新生机烟酰胺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美蒂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 净颜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叶子草多肽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4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多肽水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6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多肽水润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209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臣水嫩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00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1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1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1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氨基酸小分子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1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简生活芦荟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2 广州喜爱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修护套--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草智芙氨基酸小分子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朵野果精洗净颜清清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5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菡丝多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水因子焕颜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50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看家护院益母草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看家护院益母草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看家护院益母草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星慕奇迹四色眼影盒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54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水分子透润索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6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 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6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晶透元气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6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玻尿酸凝润补水美肤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7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丞溪 红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7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御芙 玻尿酸水润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7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莹润套-雪莲滋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7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娇浓胶原水氧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8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微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19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丞溪 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0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妮康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05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保湿滋润面膜套组-保湿
滋润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保湿滋润面膜套组-保湿
滋润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保湿滋润面膜套组-保湿
滋润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中堂舒润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14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16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17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18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山银花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19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臣玉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0
广州太之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邈同仁养护之道调理套组-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思邈千金调理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丞溪 滋养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 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 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密集水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29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密集水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30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丝炫淘米水润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41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质·焕彩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44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妮水光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4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妮水光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4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妮水光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4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七百雪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54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澳舒凯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55
广州市玖蓉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ZKOZ酷孜酷孜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保鲜均效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美 小分子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美 小分子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6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舍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7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原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74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魅娇浓金缕梅调理肽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79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佰草多肽亮颜壳聚糖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2
广州芊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央美眼醒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4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央紧致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5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暮丝韵深层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暮丝韵深层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暮丝韵深层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8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爽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92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漾 香米维他命莹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2297
广州泰合美景商务发展有限
公司

Relian惹恋晶润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晶润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晶润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0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林萱保湿营养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05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量子水动力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量子水动力动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草本植萃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草本植萃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草本植萃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rry黛俐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ry黛俐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尊享套-鲜草精华I号+妤
思妤络鲜草尊享套-鲜草膏I号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3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秀堂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4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沁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沁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沁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净化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净化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净化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舒缓放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舒缓放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舒缓放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肌肤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肌肤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肌肤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肩颈肌肤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肩颈肌肤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肩颈肌肤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凯诺 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5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亮泽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亮泽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亮泽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Relian惹恋牛奶雪肤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牛奶雪肤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牛奶雪肤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顺奇基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6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美颜焕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7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迷恋造型精细眉笔01#浅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木颜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6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秀氨基酸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68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迷恋造型精细眉笔03#亚
麻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7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莹润套-美肤滋养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75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7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7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爱美丽妈咪尊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7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rot祛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80 广州诺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NEW 新生机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8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草智芙灵肌水活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木颜 胶原多肽眼部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88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AVIER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89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然之诺赋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2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密集活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莹润套-草本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7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掘美顺滑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顺滑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 欧维萃植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39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MILSKIN 恒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00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莹润套-富勒烯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06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睛秀雅优能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21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时光舒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2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卡娜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2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凝透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33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光儷人玻尿酸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3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皙光儷人玻尿酸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3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皙光儷人玻尿酸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3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KATAVIER蓝铜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50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瞬魅印章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5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瞬魅印章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5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lian惹恋瞬魅印章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5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虫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6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美颜遮瑕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7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QQ亮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74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婵薇水分子冰泉透肌唤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7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肌 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8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8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8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七百雪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84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薰莱美光感遮瑕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89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若水肌 悦目弹力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9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悦目弹力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9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悦目弹力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9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范 手足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497 广州美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净颜焕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0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臻润冻干粉+臻润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01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然之诺氨基酸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07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玫瑰洁颜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1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玫瑰洁颜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1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玫瑰洁颜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1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薇安肤修护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15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薇润肌水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18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典范 倍润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21 广州美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薇眼肌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25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肌源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29
广州市黛肌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凡露希 多肽滋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1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脸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脸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脸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美蒂尔黑头深透净化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胭脂八杯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39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温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温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温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复合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复合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草本调理复合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深海焕颜磁石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深海焕颜磁石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深海焕颜磁石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活
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活
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玉韵舒缓净化套-玉韵舒缓活
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头皮舒缓倍润生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头皮舒缓倍润生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头皮舒缓倍润生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秀身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秀身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秀身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紧致套-纤纤玉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LINN 至臻会员套-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79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白蔷薇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90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舒缓怡然组合-青春滋养粉+滋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91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滋养盈嫩组合-青春滋养粉+平衡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9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舒润平衡组合-青春滋养粉+平衡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593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尚富勒烯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0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露希 多肽水光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01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露希 氨基酸舒缓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02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林萱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04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曼纽尔黄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07
广州市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深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1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 book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20
广州市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林萱活性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21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pbonena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27 广州玛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奈儿 美颜水感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2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 美颜水感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3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 美颜水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3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璀璨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4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ZHENMEI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49 广州珍媄贸易有限公司
水胭脂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50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桃胶蜗牛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5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芷萃臻颜维C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52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御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61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奈儿美颜水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6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黄金净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6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肌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7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TQQ润颜清透补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694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AOMSIS保湿弹力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0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保湿弹力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0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保湿弹力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0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尚颜 氨基酸纯臻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07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QQ亮颜修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16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栖之美黑灵芝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6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洋溢生微肽肌底修护套微肽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净颜清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2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特孚黄金能量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30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TO多肽逆龄原液管理套-肌肤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36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QQ润颜清透补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42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4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4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4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TO多肽逆龄原液管理套-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49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Beata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5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PNMS 海底矿物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59
广州曼丝语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水胭脂海洋尊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66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 粉嫩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7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KATAVIER植物净颜清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73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冻干粉+密罗木
奢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冻干粉+密罗木
奢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奢养冻干粉+密罗木
奢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御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81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胭脂海洋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85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草世家灵芝精华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91 广州旭日农业有限公司
泛美堂肩颈保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9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肩颈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9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肩颈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9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润养植物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79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润养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0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提升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0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提升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0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儿悦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06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御姿荟伸筋草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07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玫瑰精油羽感无暇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42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每皙裸妆多效定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52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多肽修护组合多肽冻干粉+多
肽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8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活力紧致亮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89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dulaan德兰朵弹力赋活面膜套组-弹力
赋活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弹力赋活面膜套组-弹力
赋活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弹力赋活面膜套组-弹力
赋活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臣氏玻尿酸植萃盈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琳姿密罗木多肽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0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胡萝卜素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莹润
舒缓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莹润
舒缓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莹润
舒缓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平衡净爽面膜套组-平衡
净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平衡净爽面膜套组-平衡
净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平衡净爽面膜套组-平衡
净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晒后
修护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晒后
修护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晒后
修护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保湿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保湿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保湿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2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楚乔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乔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乔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Hub DNA Eye lifting Serum 
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DNA Eye lifting Serum 
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DNA Eye lifting Serum 
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DNA Eye lifting Serum 
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C哥青榄氨基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34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 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43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好脸面深层舒润护手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3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魅娇浓丝蛋白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4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TQQ润颜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6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光儷人多肽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皙光儷人多肽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皙光儷人多肽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氨基酸温和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氨基酸温和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氨基酸温和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GTO瓷肌焕肤管理套-肌肤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2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AOMSIS集萃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集萃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集萃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6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净肤焕颜管理套-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QQ亮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2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臻萃修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臻萃修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臻萃修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7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璐朵玻尿酸安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8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卓妍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璀璨润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璀璨润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璀璨润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林萱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2999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锁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0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0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0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时光润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0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腊菊神经酰胺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12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深海之匙微脸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1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滋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1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Amlient BULE氛蓝香氛小尘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19 广州氛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舒悦滋养修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2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舒悦滋养修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2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舒悦滋养修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2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玫瑰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2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红樱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3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影密集补水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3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补水锁水逆龄管理套-神经酰胺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葆芝灵 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1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诗玛 注氧清肌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3 广州市珈漫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果蜜洁面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果蜜洁面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果蜜洁面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4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H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H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H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净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05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2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2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2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TO补水锁水逆龄管理套-肌肤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22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BIOU 碧鸥白松露去干性头屑调养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34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诗华砭石瑜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13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美颜焕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0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焕颜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焕颜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能量焕颜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纤细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纤细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纤细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体龄工程贵妃韵肌溶酶液+贵妃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婵薇水分子透润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御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28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婉洋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3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柔润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35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水润丝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3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水润丝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3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水润丝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38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伊璐雅海洋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44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苹果果实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苹果果实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苹果果实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诺丝多效植物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5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QQ亮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64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小绿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65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伊璐雅海洋玻尿酸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69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雅海洋玻尿酸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71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灵芝弹润敷眼精华水（提亮款）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9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8243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亿莲雅植萃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 域雪光感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27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本灵芝弹润敷眼精华水（紧实款）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3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兰沁似雪兰花精萃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2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沁似雪兰花精萃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2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维生素E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维生素E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维生素E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红石榴云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7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娇芝海藻水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49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佶麟胶原蛋白保湿精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5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初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初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初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康美水润玉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60
广州康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 01#太妃橘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65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02#烈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68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熊果苷亮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73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雅MANYA 水润醒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74 广州曼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活肤雪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8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活肤雪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8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活肤雪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8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樱桃素滋养健康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8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PNMS 草本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92
广州曼丝语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美睛秀雅水因子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94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密集修护液态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39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叶息  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叶息  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叶息  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明眸魅眼防水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0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酵母菌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12 广州沛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詩美人薰衣草滋养深润修护奶酪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16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葲水动力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2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 源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32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婵薇氨基酸纯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39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葲水动力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YNZ 西班牙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NZ 西班牙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NZ 西班牙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童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6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童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6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童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6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ouse澳蔻斯蔚蓝香水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64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arot 定妆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3 广州诺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兰娜日光新颜防护乳（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日光新颜防护乳（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日光新颜防护乳（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日光新颜防护乳（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补水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79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美諾伊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諾伊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諾伊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贝斯草本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樱桃素水润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美丝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美丝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美丝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兰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兰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兰公司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舒缓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87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淑奈儿 美颜水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49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容魅色口红 808#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1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东芳臻美多肽润颜臻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2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凰多元修护冻干粉套组-羽凰多元修
护冻干粉+羽凰六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3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MSIS玻尿酸水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玻尿酸水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玻尿酸水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0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之美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1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奕香木槿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木槿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木槿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宓醒肤赋活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7
广州市芭宓品牌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奕香西柚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西柚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西柚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桃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桃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桃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优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优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优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不多肽修护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5
广州小咪小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忆美芦荟水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6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7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7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7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茜水漾精粹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28
广州晟俪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蓝风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蓝风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蓝风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凝透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6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宓臻致焕采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39
广州市芭宓品牌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4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春皙 草本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48 广州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TO多效修护管理套-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55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名媛 焕亮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63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黛熊金缕梅净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6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尔茵 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67
广州诗柔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TO补水锁水逆龄管理套-肌肤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68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慕影臻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璟彩 寡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璟彩 寡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璟彩 寡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舒黛丝水润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82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LINS玻尿酸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T&LINS玻尿酸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T&LINS玻尿酸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5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V SHOU臻宠凝时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07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臻宠凝时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08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微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1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1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铂新优品肩颈优养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69
广州市铂贤子优贸易有限公
司

薇思愛莉养肤焕颜套组-肌因焕颜安瓶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71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视美康蓝莓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72
广州舒视力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视美康铁皮石斛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73
广州舒视力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视美康草本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74
广州舒视力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视美康野菊花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75
广州舒视力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佳媚堂润颜靓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89 广州生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高分塑形眉膏BLACK 
N′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高分塑形眉膏BLACK 
N′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高分塑形眉膏BLACK 
N′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完美净颜遮瑕液LIGHT 18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5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完美净颜遮瑕液LIGHT 18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5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完美净颜遮瑕液LIGHT 18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5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不沾杯唇彩MAMA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不沾杯唇彩MAMA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不沾杯唇彩MAMA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嫩保湿唇蜜CHAMPAGNE 
MAMI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嫩保湿唇蜜CHAMPAGNE 
MAMI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嫩保湿唇蜜CHAMPAGNE 
MAMI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土豆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土豆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土豆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1824369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净肤焕颜管理套-净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00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安娜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0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辅酶焕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1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辅酶焕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1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莱熙花肌优蜜辅酶焕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11
广州市薏莉雅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奈佰丽红樱桃健康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1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净颜亮彩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17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肤源男士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男士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植萃净肤控油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24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细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3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3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TQQ润颜清透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34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35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3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肌初赋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0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奈华·奥斯美肌源舒柔呵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1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蚕丝蛋白水份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3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纤美聚净化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4
广州纤美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QQ润颜清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5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净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7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柏肤源净透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净透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净透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5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SOUSOU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NISOUSOU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NISOUSOU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TiZi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瓷感
亮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赋颜舒缓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娇芝黑桑焕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赋颜
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水光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瓷感
亮肤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水光活力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DR.SARA青春赋活精粹能量组合-寡肽修
护冻干精华素+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67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小C哥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73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深润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深润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深润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8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清颜顺滑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9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丝芙祛痘淡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97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佳丝芙祛痘淡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97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佳丝芙祛痘淡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97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6789黄金小麦倾慕光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824379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素黛熊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0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易邦 易邦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4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媚眼亮彩水分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5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AUSAND'O纤柔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63 广州秀颜商贸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润养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6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润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8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水凝玉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SKEI美肌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89
广东麦素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GTO多效修护管理套-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6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GTO多效修护管理套-肌肤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7
药博士（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雪莲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雪莲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雪莲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8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佰草多肽恒时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1
广州芊树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源动力草本套组-源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儿温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4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LV SHOU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0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 老姜王固发修护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14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白茶植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18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儿悦享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24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阿梵诗天之韵原生修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2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质草本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30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街五号亮颜鲜活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32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采儿神采明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35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百变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3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贴心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丝采时尚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丝采时尚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丝采时尚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细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雪绒饰底
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4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芷茉水光多效粉底液套组-水光多效粉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51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57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遮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5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力紧年华靓颜护肤套 靓颜润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63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质美一派强力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质美一派强力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质美一派强力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紧年华靓颜护肤套 靓颜调理精华粉+
靓颜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8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3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单身口红枫叶棕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09 广州方泽商贸有限公司
知吻 轻奢修护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13 广州睿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06#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15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Q滋润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滋润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滋润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05#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22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蝶雅 水光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0 广州琛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1号色溢彩丝滑哑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1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予柏五木汤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2
广东崖柏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03#醉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8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靓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5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A+Plus 美妍工坊 PEPTIDE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lus 美妍工坊 PEPTIDE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lus 美妍工坊 PEPTIDE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lus 美妍工坊 PEPTIDE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0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唇语色釉固体唇釉04#大幂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10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睿娜通调养护套-通调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11 广州圣婕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足源牛奶焕亮滋养香薰按摩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20
广州市健足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健足源柠檬净透舒爽香薰按摩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22
广州市健足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健足源薰衣草水嫩丝滑香薰按摩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23
广州市健足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健足源玫瑰莹润保湿香薰按摩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24
广州市健足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eto多肽笑颜紧致贴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50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院装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77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清颜烟酰胺特润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0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润养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润养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润养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幻彩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活肤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幻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活肤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净透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净透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8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幻彩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824419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蕊萱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蕊萱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蕊萱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园美竹炭清洁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4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HYT   补水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萃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76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雅居黄金多肽超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8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黛熊水嫩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9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酵韵微晶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095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BESTGIRL摩丝精萃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02 广州维医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朴贞百何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0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  玻尿酸原液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0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凡碧诗祛痘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1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OYAL COLLEGE蜂胶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13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Kinyan璟媛透明质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18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IZNNA Vc蜗牛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22 广州卿之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2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石榴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石榴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石榴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苹果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苹果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苹果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肌 富勒烯奢宠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富勒烯奢宠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富勒烯奢宠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墨菊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墨菊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墨菊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蓝莓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蓝莓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蓝莓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清爽焕颜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6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微草集乳酸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7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微草集纳豆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48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深海之匙微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膜法多效修护（水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56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嘉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6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嘉修护蜜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64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狸妆玻尿酸滋润保湿亲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69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76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活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78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草本精华护唇膏（紫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8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古玥颜 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SHOWTOPiA水漾臻莹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92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蓝色之恋草本精华护唇膏（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9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伊雪莎多肽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97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雪莎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198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草本精华护唇膏（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0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柏菲娜 沙棘果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02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言喵语玻尿酸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06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妮丝海底精萃紧致面膜组合-海底精
萃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10
广州艾欣赛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妮丝海底精萃紧致面膜组合-海底精
萃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11
广州艾欣赛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斐尔德燕窝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15
广州聚度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韩即 烟酰胺提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28
广州市韩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菲迪克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2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4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爱美嘉沁透焕颜赋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4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迦美氨基酸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4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星之吻焕肌夜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myrna-Vitamin C-20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6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myrna-Vitamin C-20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6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myrna-Vitamin C-20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6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晶颜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80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幻彩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8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洋甘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89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诺.博泉 净透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9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95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96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9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慕霖兮MOLINC深海焕颜生物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29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 透明质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311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31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蔻诺·清颜 净透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32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U碧鸥劲爽去屑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339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5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柔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52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MD时光水能量美肤套装-MD时光水能量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5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水能量美肤套装-MD时光水能量
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5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水能量美肤套装-MD时光水能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6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水能量美肤套装-MD时光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6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舒颜修护组合套-舒颜修护冻干
粉+舒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6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依曼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63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茜雅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74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六胜肽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89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sail 蓝甘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9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795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肽先生 多肽美润体验套-多肽美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37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38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臻至多肽赋活套装-多肽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蔻诺·清颜 活肤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润养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润养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修护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修护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修护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茜雅甘草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50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B MAX BLING辣木籽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56 广州神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幻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5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幻彩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6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妃颜多肽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6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之然私人定制水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之然私人定制水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之然私人定制水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岐山公植物护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2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胶原蛋白水润弹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ousail 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7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海藻达人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8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安茜雅红酒金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89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修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9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英姬丽肤焕颜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898 广州柏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暨蜜花芯奢宠套-花蜜修护冻干粉+花蜜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0 广州美银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英姬丽肤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1 广州柏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柏草日记紧致塑颜套装-美颜紧致精华
液+美颜紧致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2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氨基酸粉嫩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3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凡碧诗鱼籽蛋白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植物果萃温变唇膏（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08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形象美 菊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菊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菊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1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1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澜坊颜氨基酸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0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sail 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细致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英姬丽肤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4 广州柏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暨蜜青春定制套-冻龄冻干粉+冻龄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6 广州美银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英姬丽肤焕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7 广州柏薇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暨蜜花芯臻宠Ⅰ型-花蜜冻干粉+花蜜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29 广州美银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肽渡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35 广州太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宜水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36
广州宜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LU卡鲁澳洲茶树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39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青瓜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青瓜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青瓜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水油平衡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洁颜柔肤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2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山羊奶柔嫩光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山羊奶柔嫩光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山羊奶柔嫩光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5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茹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61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肽渡臻奢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65 广州太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BIBOO黄豆滋养雪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6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雪莎茉莉精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2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凝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凝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凝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雪莎玫瑰精粹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补水凝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补水凝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补水凝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蜜嫩滑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蜜嫩滑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蜜嫩滑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09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凝润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凝润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凝润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黑米净颜透润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黑米净颜透润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黑米净颜透润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金缕梅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17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蜗牛盈润嫩肤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盈润嫩肤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盈润嫩肤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迦美清颜凝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3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4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甜蜜之吻女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51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 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5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魏蘭中草美颜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59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幻彩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08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蒜米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05 广州蒜米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瓷肌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0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蒜米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10 广州蒜米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幻彩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1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澜坊氨基酸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1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宓醒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5
广州市芭宓品牌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花の语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の语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の语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2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迷娅 红酒多酚肌底透亮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31 广州海莲升商贸有限公司
ousail 祛痘控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32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海茴香水妍盈润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36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活肤幻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4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提亮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64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御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66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柏丽芦荟止痘控油洗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6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柏丽芦荟止痘控油洗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6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柏丽芦荟止痘控油洗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6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蔻诺.博泉 润养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7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多效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19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清洁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0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 多肽舒柔水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03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润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1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UmilliCare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14 广州芮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enjoy GINSENG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23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INSENG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23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INSENG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23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INSENG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23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肌肤保鲜花水（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32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姬莱玻尿酸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3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荘艾庄粉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37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蔻诺·清颜 净透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4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黛熊尊荣臻养恒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5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丝特水凝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58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净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7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幻彩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7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 谷胱甘肽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77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净透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7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净透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活肤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enjoy SEAWEED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SEAWEED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SEAWEED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SEAWEED &SILVER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enjoy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0128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颜堂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4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4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4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予柏五木汤去屑舒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2
广东崖柏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BIOU碧鸥氨基酸头皮水油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3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 透析净肤润滑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6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幻彩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7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菲尔净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399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00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吒 羊胚胎素赋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03 广州木吒化妆品有限公司
Q2水漾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11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TASU她素蓝色海洋系列眼影盘-琉金沙
漏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17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泰曼诺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泰曼诺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泰曼诺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竹轩 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腹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2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牛油果烫染修护护发素(植物凝粹
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34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玉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4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PSO植物果萃温变唇膏（阳光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4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蓝詩汀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詩汀寡
肽修护冻干粉+蓝詩汀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3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詩汀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詩汀寡
肽修护冻干粉+蓝詩汀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3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詩汀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詩汀寡
肽修护冻干粉+蓝詩汀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3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眼部逆龄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眼部逆龄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眼部逆龄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6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bleFly循环组合套-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77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bleFly循环组合套-草本植物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78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bleFly循环组合套-护理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79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迦美舒缓盈润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痴肌·CHIJI 海藻糖修护舒缓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痴肌·CHIJI 海藻糖修护舒缓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痴肌·CHIJI 海藻糖修护舒缓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 传明酸净致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6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蘑菇头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蘑菇头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蘑菇头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黛熊舒盈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蜗牛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蜗牛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玻尿酸蜗牛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陌蜗牛原液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4 广州陌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御多肽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09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玉容美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11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水盈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13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淑奈儿美颜水感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1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蕾卡魅力浓黑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2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琳莎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黄豆酵素新生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7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微娅桑菊花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28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渐森玫瑰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30
广州市红盒子信息技术有限
公司

博澜坊氨基酸雪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44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顺奇基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49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之秀靓颜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6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植萃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67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小分子玻尿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68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柔头皮清洁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76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讴勓1998 娇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8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D2净肤收敛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582 广州艺细丝贸易有限公司
讴勓1998 娇妍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0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雪莲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06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当家浓姜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08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1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御方颜 六胜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11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GSU富勒烯原液+小分子肽冻干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23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AKE多肽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2 广州魔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修颜裸妆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3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琢色男士修颜裸妆BB霜（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5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INGDO妍道烟酰胺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7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雅丝澜修护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丝澜修护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丝澜修护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3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柯仪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40 广州柯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彩虹星空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4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颜 黄芪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52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植萃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53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6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6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柏草日记紧致塑颜套装-美颜紧致精华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72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植芙萃竹炭净透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74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雪莎丝滑水漾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79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资莱水光玻尿酸原液套组-水光玻尿
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8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愿口红（千人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夜愿口红（千人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夜愿口红（千人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KATAVIER高山火绒草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91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柏草日记紧致塑颜套装-美颜紧致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693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慧丝特祖玛龙小苍兰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02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Dsa 透析净颜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0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璀璨星光·去屑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12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璀璨星光·柔顺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13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YAL.ALICE鳄肌源多肽养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2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璀璨星光·控油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2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源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4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LU卡鲁小黄姜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94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素黛熊尊荣臻养恒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9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简生活柠檬清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799 广州喜爱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 传明酸净致复颜霜II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05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 黛雨诗杏仁蛋白营养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16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飘婷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黄豆滋养润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3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GANGMAKEUP 感妆粉漾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39 广州迪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雪莎明眸紧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4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瑜娇 悦享幸福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悦享幸福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悦享幸福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凡露希多肽精粹原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80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讴勓1998-娇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8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R 葵儿红石榴天鹅绒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8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佰艾堂草本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18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液如霜精华套套—液如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4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液如霜精华套套—液如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4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冰梭水光调理套—水光调理肽粉+水
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4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冰梭水光调理套—水光调理肽粉+水
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4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心美缘 草本舒康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47 广州市百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润靓眼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润靓眼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润靓眼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3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活性肽水晶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活性肽水晶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活性肽水晶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丝滑美颜弹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84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世葲水动力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美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LYNA贝玲娜红樱桃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红樱桃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红樱桃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蓝肽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绝代百草水凝净颜套-绝代百草水凝净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葲水动力动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1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 杜仲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 杜仲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 杜仲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佳妮 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熬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6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透皙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而然 水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19 广州而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雪莎明眸紧致水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35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草镇草本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38
广州羽皓天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雪莎明眸紧致弹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68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雪莎茉莉清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69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TAVIER高山火绒草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72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诺妮康赋活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73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妮康活能精粹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74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妮康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75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R葵儿山羊奶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2287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O!vire 玫瑰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03 广州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嫩肤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04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璀璨星光·美肌香氛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09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琉璃佳人 全息活性肽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22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2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24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25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BM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晚安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26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La Curcio 燕窝原液奢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3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 Curcio 燕窝原液奢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3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 Curcio 燕窝原液奢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3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瑶堂草本植物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4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膜时光 净透氨基酸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42 广州亿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4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4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4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天葵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5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祛屑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6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植芙萃芦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66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无瑕裸妆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无瑕裸妆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无瑕裸妆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琳雪肌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6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深海泥水光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深海泥水光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深海泥水光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魔 水光焕颜净透清洁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78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81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Smooth Du杜润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84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番茄主义去黑头三合一鼻贴-导出黑头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86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健安臣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87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番茄主义去黑头三合一鼻贴-吸出黑头
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2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亮颜修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4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富勒烯美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5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BIBOO燕麦补水深层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6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轻盈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轻盈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轻盈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堇罗格玻尿酸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2398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植萃净肤控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01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Delicate and beautiful white 
nourish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Delicate and beautiful white 
nourish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Delicate and beautiful white 
nourish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OTTOV水光亮肤冻干粉套盒-水光亮肤
冻干粉+水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27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侬姣妍-伊美修护梦幻套组-伊美修护冻
晶粉+伊美修护冻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3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水润活能微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3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4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黄豆滋养肌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4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媛水盈焕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45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茹颜生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49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薇影芦荟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51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寡肽修护套盒-寡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53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荫薇透明质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55 广州荫薇贸易有限公司
植尚泉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66 广州怡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72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龄 晶莹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85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番茄主义去黑头三合一鼻贴-毛孔收缩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86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唐秀矿泉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492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寡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寡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寡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09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牛奶洁净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牛奶洁净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牛奶洁净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see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29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Heesee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1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茜茜薇妍·CC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2
广州市妍媚勒化妆品有限公
司

eto黄金胜肽水凝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3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藏红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藏红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藏红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雨植萃修护平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41
广州市兰亭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JORN易妆名媛奢华百变拉线眉笔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55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清颜秀丽 水循环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56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JORN易妆名媛奢华百变拉线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68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EAJORN易妆名媛奢华百变拉线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7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铄葳廷奢华尊宠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7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铂臻水光多肽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74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百园花香  水嫩清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7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MOI水肌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5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道尚品 舒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02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1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幸福密码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2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轻柔畅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3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魅惑平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4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尚泉 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5 广州怡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尚泉 玻尿酸莹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16 广州怡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 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2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薏仁舒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5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黄豆滋养臻皙水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6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UK活性肽提亮焕肤面膜+KUK活性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64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茶树精油蓬松修护液（干
湿发质通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77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SAINTEUR雪莲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78 广州天域雪莲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龄 晶莹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8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快美吸收30X寡肽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84
广州快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绝代百草水凝净颜套-绝代百草水凝净
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8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龄 晶莹细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9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茶树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94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绝代百草水凝净颜套-绝代百草水凝净
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9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伊美修护梦幻套-伊美修护冻晶粉
+伊美修护冻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69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0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魅力娇艳丝柔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魅力娇艳丝柔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魅力娇艳丝柔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弹力素（水分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11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兰荟 水循环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13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9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1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10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1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茶树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19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蓝色之恋 气垫按压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2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按压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2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13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3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ERAPHPRA海丽芙兰川谷籽多肽精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腊菊神经酰胺水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49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1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5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2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5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日名士剃须泡[清润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59 广州名士须刀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3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6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6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6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6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加颜沁润亮采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6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IMAGIC单支口红C04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7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套盒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7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5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6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芦荟鲜汁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6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欧柏丽清爽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柏丽清爽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柏丽清爽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7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IMAGIC单支口红C07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8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加颜臻奢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9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闪 钻胶原蛋白精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9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易堂能量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794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 小球藻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03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斯丹美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04 广州嘉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砭鹊堂草本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堂草本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堂草本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0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资莱冻龄提拉紧肤凝胶（身体）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1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水解蛋白精萃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27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苗家七草多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29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人参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3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苗家七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33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护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4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壳多糖塑颜线精华素+奈
华·奥斯美水解蛋白精萃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42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茹颜樱花补水清新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50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水凝莹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水凝莹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水凝莹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姝奢宠水凝莹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芙萃魅力持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60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干性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6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岐湟 平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岐湟 平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岐湟 平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懒人素颜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蔻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1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植芙萃 轻透气垫BB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7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红石榴鲜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新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新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新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CONCENTRAT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VE CONCENTRAT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VE CONCENTRAT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芙萃 轻透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888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GIC单支口红C08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0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10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0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水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0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水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1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15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12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1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芦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1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SYBELLA COCO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25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鸿云六道面部活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27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鸿云六道面部活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27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鸿云六道面部活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27 广州爱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09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3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人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3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IMAGIC单支口红C11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4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TEFROST丝润修复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46 广州玉妮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芙萃双用遮瑕修容棒 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53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眼影盘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5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眼影盘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6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 赋活净颜养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6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馥博芸花养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72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Ka Park 美人鱼波光眼影盘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88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醒肤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02992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丝特祖玛龙香氛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丽肤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0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FY套盒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芳心萌动沐
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3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净颜祛痘套-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欣丝生姜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25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沁心蜜意沐
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32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迷雅美肌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1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羊胎素原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8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4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DR胎盘素原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0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漆光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1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漆光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1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去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去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去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HOTSHOP热卖小铺不易掉色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57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绿茶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绿茶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绿茶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U她素情书6色眼影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8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PQNY臻致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多肽修护冻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春蔻葡萄籽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4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DR原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6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蝶雅 咖啡焕肤菁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7 广州琛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修护焕采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79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蔻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81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丝贝朗头皮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84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阿祖啦酵母卵壳面纱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03087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蔻葡萄籽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0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迷迭香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0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美致初心赋活生肽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1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致初心赋活生肽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1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致初心赋活生肽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1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莉丝寡肽修护冻干粉（清颜寡肽修护
冻干粉+清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燕麦补水身体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珍 水润美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酵母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酵母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酵母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i-Softto玻尿酸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7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1 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8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2 斩男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29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净萃无患子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3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杉美卷纸拉线化妆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2 广州笙达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雾色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慢读时光何首乌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慢读时光何首乌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慢读时光何首乌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雨歌芳华清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3 广州爱多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燕麦补水净透活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柔滑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柔滑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柔滑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U碧鸥劲爽去屑止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57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U碧鸥胶原蛋白深层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64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U碧鸥头皮净化柔护泡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65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哆梦缘矿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69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芮魅惑女王盈彩口红（芳华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72
广州宝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芮魅惑女王盈彩唇膏（百变传奇）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73
广州宝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环润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环润多肽修
护冻干粉+环润透明质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86 广州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鲜肌净颜洁面乳（Ⅲ
弹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纽尔水溶性蛋白微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1
广州市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华·奥斯美丝蚕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3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千妍悦汇千妍密语紧致套装-千妍密语
调理液（紧致）+千妍密语冻干粉（紧
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千妍密语紧致套装-密语修护
凝胶+密语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植芙萃牛奶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7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颜家舒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8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舒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8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舒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198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花栗实验室 因你而异氨基酸洗发水
（偏干头皮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04 广州花栗智造科技有限公司

Guluofei古洛菲艾叶檀香头皮护理洗头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0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千妍密语定制套-千妍密语调
理液（紧致）+千妍密语冻干粉（紧
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1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千妍密语定制套-千妍密语调
理液（丰盈）+千妍密语冻干粉（丰
盈）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1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2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2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2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PNMS 草本头皮舒缓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60
广州曼丝语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余颜家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6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6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6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雅芙蔻清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65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绿秘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7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水光鲜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8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紫苏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紫苏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紫苏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柔润倍护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柔润倍护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柔润倍护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3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莲俪人水漾水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07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 MU高柔爱慕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09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LPNMS 草本头发亮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14
广州曼丝语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蝶丝曼靓肤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19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堇罗格玫瑰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21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金盏花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金盏花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金盏花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遮瑕修色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39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迪芮魅惑女王盈彩口红(绝美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51
广州宝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仪多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52 广州柯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54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胶原蛋白细致舒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胶原蛋白细致舒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胶原蛋白细致舒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黄金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黄金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黄金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oMiChen优名臣水光焕彩双色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70 广州名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沁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沁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沁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XP-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8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乔芙妮 胶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9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DO∧EZ朵韵诗珍珠亮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9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罗勒发根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39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薰衣草清逸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0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藏红花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05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SIKOL生姜滋润保湿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19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恋爱倾心永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恋爱倾心永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恋爱倾心永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OL生姜深层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24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贝斯草本痘王粉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2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芙萃立体修颜高光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32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OL姜泥丝滑焗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34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kokonevan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咒橙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花咒橙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花咒橙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科绚美双效净透洁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51
广州科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KOL生姜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58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ZUAN悦钻老姜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63 广州俊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瑟·菲优雅靓肤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67
美到佳美容服务（广州）有
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POPNEON 塑形眉笔 03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76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颜 俏丽容颜水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8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dikon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太极亮透轻盈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89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9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9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49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安茜雅蓝肽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11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颜家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1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1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14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御美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茜雅 晶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3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颜家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茜雅 晶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7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芝美靓颜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29 广州欧亚美集科技有限公司
零距美富勒烯焕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36 广州洛卡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然美肌仙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惟婷小分子玻尿酸·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44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姿宣堂清透光感遮瑕CC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TASU她素蓝色海洋系列眼影盘-琉金沙
漏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3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BOO雪肌莹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妮水肌源酵母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臻颜妙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SU她素蓝色海洋系列眼影盘-琉金沙
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57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涵梵尘新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草智芙舒润臻颜氨基酸洁面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花秀睫毛纤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3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净颜润泽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净颜润泽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净颜润泽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慕 多肽焕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Pujing蒲京樱花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9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樱花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9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樱花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59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薰衣草丰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0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薰衣草丰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0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薰衣草丰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0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丝贝朗玫瑰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0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植萃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0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林森黛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1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粉黛汲养修护套-粉涩粉黛汲养修
护冻干粉+粉涩粉黛汲养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12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滇山康宝米酵素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35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斯贝儿睛采青春眼部紧致套-睛采青
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4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凝致精华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凝致精华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凝致精华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柔嫩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5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璟缘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6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暨美龄 晶莹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6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植芙萃嫩滑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71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琳雪肌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72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第水漾润唇膏（#06）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84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诗云岚 皙美臻品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2
广州嵘齐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  金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7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养芊棠活力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50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芊棠活力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51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智能-补水紧致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5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烟酰胺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6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烟酰胺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6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烟酰胺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6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娃娃润肤靓颜套 水娃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72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水杨酸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水杨酸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水杨酸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魅儿妮丝青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5
广州市白云区百纳施魅儿美
容美发产品经营部

格兰朵 冰肌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6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肌蜜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 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蓝铜胜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蓝铜胜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屋·蓝铜胜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蒂莉丝绒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ORISU敷易舒  焕颜水光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899
广州市科黛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13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艾芙源清透润颜密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15 广州妤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芦荟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16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水凝净颜套-绝代百草水凝净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1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派 懒人霜头发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392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XUEFUCIAGA雪肤世家凝萃清透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XUEFUCIAGA雪肤世家凝萃清透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XUEFUCIAGA雪肤世家凝萃清透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 柔色细致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水林娜 焕颜鸡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林娜 焕颜鸡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林娜 焕颜鸡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茜卡纳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28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蒂梦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31
龙舌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梦兰清透净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32
龙舌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造私美足部美颜套装-蓓造私美足部
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36 广州锦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NE玻尿酸焕亮弹润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47 广州世纪花王科技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5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5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2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5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净颜清爽面膜套组-净颜
清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净颜清爽面膜套组-净颜
清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净颜清爽面膜套组-净颜
清爽面膜粉+凝彩面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ELLEM·MISS YITA胶原蛋白精华提亮弹
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68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4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7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奢华水晶钻石口红 406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7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室翁   水源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7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铄葳廷至尊臻颜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8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莹润舒缓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晒后修护面膜套组-柔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0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美颜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0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深海珍珠精华按压粉霜(Y02 
水润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04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多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多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多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海肌密墨藻胶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23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面女王深海珍珠精华按压粉霜（J01 
持妆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29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GORDBOS 肽金水晶面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34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尚泉 玻尿酸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41 广州怡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深海珍珠精华按压粉霜（J02 
持妆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53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珂馨魅之颜活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58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莹润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5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奈肤 FARENAIVE 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64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舞悦弹动遮瑕保湿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6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弹动遮瑕保湿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6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弹动遮瑕保湿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6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深海珍珠精华按压粉霜(Y01 
水润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72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男士润肤霜(清爽活力)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76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美肌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79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紧致补水套--多肽透明质酸
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84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AINTEUR复活草水漾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89 广州天域雪莲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俏颜微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亮肤紧致修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亮肤紧致修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美人·亮肤紧致修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男士润肤霜(水分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3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小悠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小悠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小悠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芦荟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07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牛奶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11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SAINTEUR复活草清润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15 广州天域雪莲科技有限公司
金梵胶原蛋白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18 广州碧容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自然精粹玫瑰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24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瑞诗  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27 广州亿丰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牛油果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31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能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34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美美汇持久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37 广州美美汇科技有限公司
金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42 广州碧容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素-精纯左旋维他命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48
广州中美杜克个人护理品有
限公司

铄葳廷奢华尊宠光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5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一生肌源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57 广州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6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梵希变色泽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71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笍美姿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74 广州市精瑛电器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  大米酵素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7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  亚麻籽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8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丽风韵净肤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298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茉焕肤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00 广州赫拉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魔力炫黑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0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欧伊秀玻尿酸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玻尿酸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欧伊秀玻尿酸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芙舒缓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13 广州润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16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美俏透亮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透亮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透亮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伊婗坊 亚麻籽多效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35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然之诺水润裸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37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4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4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4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婗坊 大米养颜多效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47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如伊水光多肽修护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49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绮玉-伊美修护梦幻套组-伊美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6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姣妍-伊美修护梦幻套- 伊美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6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臻至多肽黑亮套装-多肽黑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67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蓓造私美足部美颜套装-蓓造私美足部
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376 广州锦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嘉娜滢润修护原液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35 广州海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3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至尊臻颜御龄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37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41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MOGICXX   男士亮肤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44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鲜活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鲜活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鲜活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云朶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肌蜜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880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柔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柔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柔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植物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i-Softto 金缕梅平衡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乳木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09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11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漫土植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21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馨姿  舒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26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补水净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补水净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蜂胶补水净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绿茶控油清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绿茶控油清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绿茶控油清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倍润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倍润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倍润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黄瓜嫩滑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黄瓜嫩滑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黄瓜嫩滑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保湿水漾磁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保湿水漾磁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保湿水漾磁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山羊奶补水嫩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山羊奶补水嫩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山羊奶补水嫩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洁净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洁净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洁净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石榴保湿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石榴保湿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石榴保湿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晶彩修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晶彩修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晶彩修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滋润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滋润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滋润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蓝莓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蓝莓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蓝莓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金致保湿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金致保湿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金致保湿嫩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小黑猪碳酸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多效亮肤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多效亮肤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多效亮肤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美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美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润美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去黑头水凝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去黑头水凝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去黑头水凝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光俏颜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光俏颜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光俏颜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肌活焕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水漾润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水漾润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水漾润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养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养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养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腊菊神经酰胺熬夜眼部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4994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林丽风韵净肤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03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朵 玻尿酸吸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 玻尿酸吸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 玻尿酸吸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肩颈舒畅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2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4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至尊臻颜御龄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5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奢华尊宠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6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7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奢华尊宠美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8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美肌舒悦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39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凝世金颜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40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至尊臻颜御龄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41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依芙曼 肌本透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5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余颜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5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5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5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纯然美肌仙肌净满水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魅儿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5
广州市白云区百纳施魅儿美
容美发产品经营部

格兰朵 醒肤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6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魅儿滋润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69
广州市白云区百纳施魅儿美
容美发产品经营部

品创优绿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绿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绿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 靓颜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72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龄 晶莹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i-Softto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六胜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6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泊蝶 清爽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清爽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清爽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美肤靓颜套-绝代百草美肤靓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9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美肤靓颜套-绝代百草美肤靓
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9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美肤靓颜套-绝代百草美肤靓
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9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美肤靓颜套-绝代百草美肤靓
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9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美肤靓颜套-绝代百草美肤靓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09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宝玲肽娇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0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肽娇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0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肽娇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0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祛痘焕颜套盒-祛痘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08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修护焕颜套盒-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09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颜康 水氧胶原修护套 水漾焕颜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10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亮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11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氧胶原修护套 多效嫩肤修护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12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氧胶原修护套 修护润颜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13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氧胶原修护套 靓肤焕颜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14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御方颜 俏丽容颜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1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GICXX  磨砂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2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REPAIR & RENEW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PAIR & RENEW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PAIR & RENEW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颜 俏丽容颜牛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俏丽容颜少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5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俏丽容颜东宫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6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细致美雕蛋清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7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细致美雕虫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8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焕彩无暇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29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细致美雕仙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0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细致美雕粗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1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细致美雕人参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2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植萃安肤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3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植萃净肤妙龄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御方颜膜粉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5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御方颜膜粉②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6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润颜美肤套润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7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水肌美颜焕彩套水肌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8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御方颜膜粉③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39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 御方颜膜粉④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0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植萃舒缓修护套植萃舒缓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1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水肌美颜焕彩套水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2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3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颜润颜美肤套润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颜康 水氧胶原修护套 修颜靓肤冻干
粉+靓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45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泊蝶 柔靓细肤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柔靓细肤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柔靓细肤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麟芝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5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爵士洋甘菊舒柔浴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56
赫拉爵士（广州）进出口贸
易有限公司

然之诺寡肽积雪草修护套--寡肽积雪草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0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净柔清妍套--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1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净柔清妍套--净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2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玻尿酸钠紧致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3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紧致补水套--多肽玻尿酸钠
紧致复合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4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紧致补水套--多肽赋颜紧致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5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紧致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6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熊果苷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7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寡肽积雪草修护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积雪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68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净柔清妍套--净柔赋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94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95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多肽玻尿酸钠紧致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97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紧弹眼部套--优肽赋活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98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紧弹眼部套--优肽眼部紧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199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寡肽积雪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00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寡肽积雪草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01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 靓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1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舒凯多肽修护原液套装-多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24
广州市玖蓉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虞美姬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我的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焕颜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3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Teklimit黛格丽美草本净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2 广州瀚澜商贸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邦保植萃紧肤套 邦保植萃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4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邦伊邦我邦保植萃紧肤套 邦保植萃紧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5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FAIR KING皙皇TEA TREE Six Peptide 
Firm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TEA TREE Six Peptide 
Firm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TEA TREE Six Peptide 
Firm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Breast Enlarg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Breast Enlarg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Breast Enlarg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孔雀石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孔雀石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孔雀石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洋甘菊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洋甘菊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洋甘菊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寡肽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赋活能身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61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人参浓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6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塑梵洛雅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6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创优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 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玫香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寇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寇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寇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御美汇棉花糖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棉花糖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棉花糖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蛇油弹滑润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蛇油弹滑润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蛇油弹滑润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姿妍视黄醇塑颜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299 广州市晓墨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精氨酸蕴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0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康清零氨基酸清爽去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02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 MU高柔爱慕蓝风铃免洗护发喷雾（头
发护理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08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形象美 蜗牛细滑光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细滑光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细滑光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清零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2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清零氨基酸焗油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4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首乌舒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1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藏红花蕴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人参舒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鳄梨亮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首乌滋养蕴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4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迷迭香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5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维他命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蛋白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7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活性舒缓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8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天葵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2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 清新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3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清爽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3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园泉美植物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1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精选100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寇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寇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4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千金燕窝胶原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68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紧实调理套紧实调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72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紧实调理套紧实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73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肌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74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香记 香水菁纯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0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颜家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1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1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1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御美汇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  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山茶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8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涵网红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89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仪逆龄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0 广州柯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8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祛痘净颜套盒-私人定
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399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馜甄媄黄金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0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蕙漫香焕颜补水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11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施魅儿皇室高登酒红柔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15
广州市白云区百纳施魅儿美
容美发产品经营部

萃季草本  净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1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煥颜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2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英皇子慧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30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仙尚花园焕颜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3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美美汇持久美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44 广州美美汇科技有限公司
玉颜馨苼 莹润驻颜赋活尊享奢华套盒 
莹润赋活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57 广州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玥国际定格青春水光套-定格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64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美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赋活多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玻尿酸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花信初颜套-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逆龄美肌套-紧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7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IMPLE rose hydrating skin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PLE rose hydrating skin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PLE rose hydrating skin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呵雅温养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93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堇罗格当归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5499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金箔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01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盈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盈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盈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奢养美肤修护原液组合-青春定格
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5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奢养美肤修护原液组合-神经酰胺
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6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呵雅舒缓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19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诗呵雅活力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20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诗呵雅赋活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21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诗呵雅美韵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22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肌源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39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快美吸收30X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57
广州快美智能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奈华·奥斯美丝心蛋白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58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VC水润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5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の恋铂金活力清透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6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薇妠妮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7 广州诚迈贸易有限公司
森の恋时光紧致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69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face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face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face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facia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facia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facia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TRUTH dermagen iq 
restorative anti-age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TRUTH dermagen iq 
restorative anti-age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TRUTH dermagen iq 
restorative anti-age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a's beauty luxury white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a's beauty luxury white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a's beauty luxury white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rose water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rose water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HYD ORGANICS rose water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EMIER PODIATRY foot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EMIER PODIATRY foot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EMIER PODIATRY foot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ALOE CLUB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颜养元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颜养元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颜养元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5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眉豌豆植物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08 广州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5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0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6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3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忆美牡丹精油盈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20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光耀镜面唇釉（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2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鎏光溢彩唇釉（幻变极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2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鎏光溢彩唇釉（闪耀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27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3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3血橙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34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丝贝朗魅动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3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qiuse秋色纤长浓密双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3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光耀镜面唇釉（土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美俏晶亮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晶亮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晶亮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妆慕斯雾面恒彩唇釉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1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若水肌红茶氨基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红茶氨基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红茶氨基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赋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酵韵寡肽冻干粉-酵韵寡肽冻干粉+酵韵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75
广州市新希望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蒂梦兰精粹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80
龙舌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麟芝靓肤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87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济泽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9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瓦席亚拉轻奢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699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修护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00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莱姿馨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冻干
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01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云霏源大马士革玫瑰花水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02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云霏源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润颜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05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莲蓓娜老姜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3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蓓娜老姜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3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蓓娜老姜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3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爵滋色纤细睫毛膏#2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40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迪顺香氛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43
广州市碧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签吻芳颜臻皙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44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I MU高柔爱慕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46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奥芭强力定型喷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63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66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多肽酵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慕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冻干
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86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美尔玫瑰精华套组玫瑰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玫瑰精华套组玫瑰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玫瑰精华套组玫瑰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ofanwei索梵薇 璀璨星光·茶树精油
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琳雪肌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3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肤草植萃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6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瑋美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瑋美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瑋美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谊善堂 黄蒂古芳精油套组-黄蒂古芳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黄蒂古芳精油套组-黄蒂古芳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黄蒂古芳精油套组-黄蒂古芳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娜草本养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1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分颜 胶原紧致驻颜套-美肌紧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分颜 胶原紧致驻颜套-美肌紧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分颜 胶原紧致驻颜套-美肌紧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梵尼雪莲花修护细嫩保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08
宝仕洁（广州）日用品有限
公司

一枝春 清新植物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清新植物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清新植物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赋活时光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乐果borojo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5 广州伉磊贸易有限公司
香爵滋色纤细睫毛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7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尚美品水盈玻尿酸拍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18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涵水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弥思草本护发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23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净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4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蜂蜜柔嫩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蜂蜜柔嫩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蜂蜜柔嫩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草莓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草莓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草莓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Teklimit黛格丽美角质宝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58 广州瀚澜商贸有限公司
反转时光多肽抗皱修护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 晶钻童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天然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天然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天然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烟酰胺焕肤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烟酰胺焕肤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烟酰胺焕肤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xymt水动力深层保湿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79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丝缎雾恋唇膏03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緋蘭美燕窝端粒酶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雾面丝绒唇膏（W04）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2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XHCM玻尿酸液态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3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anFang博澜坊臻皙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4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玫瑰保湿洁净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保湿洁净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保湿洁净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依天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92 广州美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依妃六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94 广州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诗  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95 广州亿丰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幕林萱活性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898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南舍净肤盈透蜂胶滋养亮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净肤盈透蜂胶滋养亮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净肤盈透蜂胶滋养亮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润水丝滑蜂胶滋养精华细密水韵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润水丝滑蜂胶滋养精华细密水韵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润水丝滑蜂胶滋养精华细密水韵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靓丽紧弹蜂胶滋养精华至纯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靓丽紧弹蜂胶滋养精华至纯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靓丽紧弹蜂胶滋养精华至纯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净颜蜂胶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净颜蜂胶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净颜蜂胶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明眸蜂胶亮彩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明眸蜂胶亮彩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明眸蜂胶亮彩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0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格芙乐森 瞳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1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 瞳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1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 瞳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1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 劲爽香芬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26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魅惑眼线膏(06)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2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緋蘭美纤颜紧致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2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玉颜寡肽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亦草本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3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ujing蒲京洋甘菊香滑柔润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3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洋甘菊香滑柔润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3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洋甘菊香滑柔润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3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缤飞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4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飞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4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飞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4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5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小苍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61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佰源颐养花期舒清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84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活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85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清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86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积雪草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积雪草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积雪草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5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宝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宝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宝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雪莎莹肌水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3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3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3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 LIAN惹恋卷翘分明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3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养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养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养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可丽 舒缓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5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多涵舒缓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3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闪耀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闪耀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闪耀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奢华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奢华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奢华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盈润唇膏（甜橘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浅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浅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浅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西柚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西柚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西柚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8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鲜肌净颜洁面乳（Ⅱ
沁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0609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清零氨基酸多效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0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OZKOZ酷孜酷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棕榈酰六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盈润唇膏（香草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0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ETFRA 聚芳 俏丽明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1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美颜草美颜水嫩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14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命天使无患子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0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生命天使无患子水润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1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娅丝圣黛  棕榈酰六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珍珠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珍珠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珍珠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茉焕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6 广州赫拉科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27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31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魅之颜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33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雪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34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漫克拉肌源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35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臻皙赋活早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42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妙润佳 源动力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4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臻皙赋活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45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茜雅杜鹃花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48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蜗牛原液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5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滋润水漾唇膏（晴天柚）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6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美颜草美颜水嫩提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66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滋润水漾唇膏（柔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6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菡依妃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93 广州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黄豆滋养晶致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9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丝缎雾恋唇膏01娇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196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科曼迪美肌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01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丝缎雾恋唇膏02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0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Meant4U GORGEOUS GLOW-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nt4U GORGEOUS GLOW-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nt4U GORGEOUS GLOW-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Eyelix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yelix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yelixir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贝丽卡动感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丽卡动感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丽卡动感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1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赏妆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23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沪美 蜗牛原液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蜗牛原液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蜗牛原液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烟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烟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烟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4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46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珍柔莹润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5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莹润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5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莹润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5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ESAN’QUEEN优肌防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58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SAN’QUEEN氨基酸保湿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1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美泉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美泉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美泉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焦点仙人掌补水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84
广州水焦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甘草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8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科曼迪 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93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千金酵母萃取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6294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滋养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1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3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莹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莹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莹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肽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67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烟灰色24#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6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高贵黑30#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7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淡粉33#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7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玥玺云保湿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73 广州玥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仟颜洋甘菊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397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亮片粉35#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爆闪银36#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酒红07#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行云流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行云流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行云流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伊姿雪肤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4 广州市菁菁原商贸有限公司
形象美深海泥清爽嫩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深海泥清爽嫩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深海泥清爽嫩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ymt深补水多效修护鲜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11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美焕活修护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18
汇云聚美（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透明32#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雪伊姿多肽抚纹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2 广州市菁菁原商贸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寡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3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豆沙色14#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南瓜色16#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黛仟颜舒缓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28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梦色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34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 晶钻童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4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肽之吻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4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清润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清润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清润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之吻积雪草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5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O'couse澳蔻斯小瓣小苍兰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65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生姜原萃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75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柔嫩滑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8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嫩滑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8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嫩滑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8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舒润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舒润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舒润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清爽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2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清爽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2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清爽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2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仟颜盈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496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诗娜心悦墨色流年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墨色流年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墨色流年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ure caline艾卡琳青春密码酵素精华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3 广州广慕香进出口有限公司

瑞诺雅 山茶花滢润菁纯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4
广州菲诗龄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物洛曲花蜜焕颜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 舒缓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09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生姜原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10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sail 多肽精华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1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五麟芝美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12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麟芝靓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14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15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水胭脂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4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嫩颜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6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梨钱夫人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7 广州颜蔻贸易有限公司
五麟芝美颜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8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咖啡色11#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3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芙曼 眼部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8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余颜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9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9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93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Rosetimes微晶焕活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9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桦蒂 亮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59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DERAIN BY WOLFERS补水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02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补水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02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补水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02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妍水光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27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美俏润泽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润泽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千美俏润泽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2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慕漾胶原蛋白线雕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29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帅薇润发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32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緋蘭美燕窝端粒酶灵动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3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露娜亮泽修护润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34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深层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35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净透焕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47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多肽冻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PNMS 草本头发赋活焕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2
广州曼丝语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鲜肌净颜洁面乳（Ⅰ
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儷妍花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AIN BY WOLFERS嫩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嫩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嫩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4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4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RAIN BY WOLFERS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4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仙尚花园焕颜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6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好肌汇玻尿酸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8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四物蜜语柔情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69
广州一丽再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四物蜜语润泽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71
广州一丽再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瑘亮肤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78
美致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云霏源大马士革玫瑰花水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688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佳媚堂 修护调理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00 广州生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美汇持久美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01 广州美美汇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紧致容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溪蚕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1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16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妈咪妈咪娇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1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之茉焕肤修护冻干粉+焕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26 广州赫拉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29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诺雅 山茶花舒润菁纯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47
广州菲诗龄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小咪九九小咪洋甘菊透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61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妈咪妈咪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6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诺·清颜 活肤幻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6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年轻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透芯番茄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番茄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番茄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4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4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74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81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HYAHQIAO净化平衡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82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尘心橄榄倍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93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莲尘心白睡莲安萃舒缓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94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IDUOLA枫叶红质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79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仙子水域靓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哑光丝质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2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PLANT12 碧娑洛舒缓卸妆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26 广州嘎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院装 玫瑰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康丽蓉嫣细肤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细肤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细肤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颜家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5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花舞悦电眼渐变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电眼渐变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电眼渐变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保湿眼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4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爱蜜泉 盈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盈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盈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桦蒂 眼唇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4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康丽蓉嫣氨基酸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5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氨基酸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5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氨基酸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5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芙曼 滋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5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緋蘭美燕窝端粒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至麟能量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63
广州美上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YANKOU沿蔻净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亚光立体蓬松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66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莹润调理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6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妙龄透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7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妙龄透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7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妙龄透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87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 劲能肌活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08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倍妍美甘草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12 广州瑞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洋甘菊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1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简美酵素多肽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1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石本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19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石本清壳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0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石本清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1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英皇子慧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3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艾丽丝学院修护舒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艾丽丝学院修护舒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艾丽丝学院修护舒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修芙泉草本精萃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精萃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精萃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29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精萃清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31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精萃清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31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精萃清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31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光感遮瑕CC棒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4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光感遮瑕CC棒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4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肽之吻寡肽玻尿酸亮感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4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媲妮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46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T.DORAN水肌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51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貴雅顏甘草蚕丝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54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use秋色黄金小麦舒缓滋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芊画青春焕颜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3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亲肤草保湿亮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8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安柏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柏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柏露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凝彩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凝彩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凝彩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琉光莹润玻璃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琉光莹润玻璃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琉光莹润玻璃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8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丝滑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9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粉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69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tto氨基酸舒缓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0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35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36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透亮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38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禡玳  璀璨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3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科曼迪 美肌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2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霞色完美活能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活能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活能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 烟酰胺精华水光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7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臻宠凝时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8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禡玳  焕颜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4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倾国城 焕颜微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50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確柔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52 广州鸿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
AP·SCF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6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舒黛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77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福瑞霞水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79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上凰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 冬山茶活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099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家七草脸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00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植物滋养洗发露（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0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营养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0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精华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芙洁植萃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1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物蜜语水漾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16
广州一丽再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sail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1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18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从古颜 蓝铜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28
广州从古创时美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营养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精华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营养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精华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3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透氧亮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4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胶原蛋白母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4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胶原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4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透氧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4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透氧亮肤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4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沅来沅漾小金瓶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小金瓶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小金瓶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植萃精华液（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57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植萃精华液（二）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59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植萃精华液（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60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ETFRA 聚芳 俏丽蜂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7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鲜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SOO小分子肌肽靓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78 广州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皇子慧精华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84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即美初颜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85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美初初颜时光贴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86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陌备长炭酵素净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87 广州陌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时光赋活原
液（日）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98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欧韵诗美眸靓彩套装组合-美眸靓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199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代斯 草本净颜套 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00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JAREN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0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皇子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03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植芙萃毛周去角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20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雪莲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2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香雅莱 生物能量动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27
广州市香雅莱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密物语 玻尿酸保湿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31 广州浚英镁贸易有限公司
绮玉-伊美修护梦幻套组-伊美修护微晶
粉+伊美修护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3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3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杏仁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4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红景天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4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母菊花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韩奕本草 微雕驻颜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3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藏红花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4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人参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BIBOO豆乳甜美香氛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緋蘭美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营养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三花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1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金缕梅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玖耀壹琉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补水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玻尿酸清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秀丽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2
广东纤姿丽人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欧韵诗美眸靓彩套装组合-美眸靓彩按
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3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美眸靓彩套装组合-美眸靓彩眼
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4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美眸靓彩套装组合-美眸靓彩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5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纤姿丽人舒润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7
广东纤姿丽人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侬姣妍-伊美修护梦幻套组-伊美修护微
晶粉+伊美修护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 侬姣妍-净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莹润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80
广东纤姿丽人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通润倍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81
广东纤姿丽人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修护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8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草本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8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维C原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89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290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植颜清润套-舒缓足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0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之吻氨基酸温和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1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FKC蛋蛋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17
广州百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肽之吻神经酰胺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1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知吻 天使之吻修护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19 广州睿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斓郦 透明质酸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20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字堂芦荟爽肤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28
广州修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蓝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蓝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蓝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冻干粉+优始
芯基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冻干粉+优始
芯基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始芯基源套 优始芯基源冻干粉+优始
芯基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黛仟颜滋养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6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 弗瑞思麒麟竭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麒麟竭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麒麟竭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可丽 舒缓修护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9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唇纷秘密花园口红 鎏金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92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嫩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嫩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嫩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曦凝玻尿酸补水颜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06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芬姿美臻颜雪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25 广州市精瑛电器有限公司
eto紧颜舒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27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BIOU营养洗发乳(适合所有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29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U 碧鸥白松露深层清洁控油去油性
头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30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U碧鸥深层控油清洁洗发水(油性头
皮)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31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瑟谜玻尿酸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40
广州优瑟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米思卡 珍珠精华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48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情树金缕梅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情树金缕梅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情树金缕梅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tto乳木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7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Softto金缕梅平衡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Softto乳木果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59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Softto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60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Softto 索芙特 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6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Softto 索芙特 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6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木予柏柏萃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71
广东崖柏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美俏儿 水光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72 美俏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堂初之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堂初之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堂初之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丝梦珍珠水氧丝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49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娇柏颜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娇柏颜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娇柏颜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韩婵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EDIJA赫迪娅水光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09 广州古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婴儿护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11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妮美胡萝卜素水润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13
广州欣广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恩束润色茶吻唇膏（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30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束润色茶吻唇膏（甜心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32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长康美红樱桃美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35
广州康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锋之道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38 广州锋之道实业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纯活悦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43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颜植萃舒缓修护套植萃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44
广州仁恒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o舒纹睡眠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46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COCO NATURA水润蛋白滋养双效香芬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47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 天使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天使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天使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仟颜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3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恩束润色茶吻唇膏（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4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国风植粹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6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美肌素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7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AN’QUEEN优肌晚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8
广州市缮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 暖手霜（蛇油防裂）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5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元尚品 蛋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0
广州青屾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惠州賓館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3
广州市上禾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花诗娜心悦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4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4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4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熔岩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熔岩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熔岩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天使无患子顺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8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生命天使无患子清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69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宝利肤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利肤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利肤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水灵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8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世依天使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89 广州美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草镇草本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0
广州羽皓天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琳莎 黄金赋活晶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赋活晶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赋活晶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诺雅 山茶花高保湿菁纯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2
广州菲诗龄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丽滋媛氨基酸温和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3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恩良品草本舒缓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IDI.无味水性撕拉指甲油/玫红08# 粤G妆网备字201900759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恩束润色茶吻唇膏（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01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瑞霞焕颜修护生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07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仟颜洋甘菊清透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08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叶钻石炫彩柔魅口红（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萃清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POPNEON 塑形眉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4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柔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漾柔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B MAX BLING五谷清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28 广州神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幼新生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3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采水光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3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紫竹炭清洁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3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焕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40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兰诗茉莉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43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兰诗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47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兰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48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兰诗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50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姿多肽逆龄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56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可国际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5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HOTSHOP丝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58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POPNEON 塑形眉笔 02棕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66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欧丝梦珍珠水氧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69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ST.DORAN水肌莹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72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州賓館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75
广州市上禾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兰玛姗缔 臻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84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惠州賓館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89
广州市上禾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ST.DORAN水肌莹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93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丝首乌亮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96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州賓館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697
广州市上禾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布兰缇尼水光润皙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02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雅杜鹃花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04 广州安茜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酵母晶漾原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0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肤魅尔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09
广州市肤魅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幻组合润浸嫩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1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佰份佰碧特芙低聚果糖鲜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16
广州大宏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DORAN水肌莹润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17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22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3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诗丹妮焕颜亮肤雪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51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蜜儿不妖雪玉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52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颜焕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6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诗丹妮焕颜亮肤雪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4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5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6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眼部滚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7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8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水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79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2050'S水盈柔肤套盒-柔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80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8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8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78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妍多肽基底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25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水光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26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光妍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2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叁合人净爽嫩肤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爱琴海星钻轻盈气垫霜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水光妍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6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香施帝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7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乐果borojo水漾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38 广州伉磊贸易有限公司
熹柔海洋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42 广州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臻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7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嫩竹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84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光妍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98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89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00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兰诗紧致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03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13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因素马奶凝润净肤面膜套盒-凝润注
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1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1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也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兰诗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35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兰诗人参珍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41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微肌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4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春纷苦参根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4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叶子草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0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焕堂 冻龄提升紧致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焕堂 冻龄提升紧致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焕堂 冻龄提升紧致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婼妤水光修护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8 婼妤设计（广州）有限公司

樊文花年轻肽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5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品佳人 壹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7964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玉颜馨笙莹润驻颜赋活尊享奢华套盒 
花漾嫩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061 广州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水光活力净化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809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水光活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809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伊姿曼赋活清盈套-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4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韵姿妈咪产后颐养套组-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妈咪产后颐养套组-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妈咪产后颐养套组-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优赋活清盈套-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5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秀优赋活清盈套-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5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丝梦珍珠润颜持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7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丽菲迪克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8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修护赋活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8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欧丝梦珍珠皙透亮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19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植草镇草本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17
广州羽皓天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雯之婳菁颜透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贵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念婴儿燕麦滋养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32
广州市秀逗丫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兰玛姗缔 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46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丹芭碧 水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4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 臻颜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50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华草智芙舒润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1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67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轻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轻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AOMSIS肌源轻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肤芝美多效糖肽粉+多效糖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7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念婴儿太阳花柔润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4
广州市秀逗丫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Lorri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ri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ri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8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水润轻薄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润轻薄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润轻薄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水嫩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水嫩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水嫩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08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少女肌时光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11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厚海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玛姗缔 臻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27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舒黛丝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30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肤魅尔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33
广州市肤魅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兰街五号氨基酸舒润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36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成原芭茵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3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成原芭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六合幸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六合幸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伍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伍福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依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至元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至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六合幸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六合幸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4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伍福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5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爱之缘 滋养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54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冰芙洁植萃净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5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玛姗缔 柔肤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60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粉肤儿焕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61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fdfanduo玫瑰莹珀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81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 婴奇婴儿橄榄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82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帅薇滋养洗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399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瑞虎丝盈炫华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00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 透析滢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0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烷美细滑精华素（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0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彦淇 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08 广州陆辰商贸有限公司
植叶绿茶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15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恩良品草本净透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1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玖玖莹彩奢润唇膏666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3
玖美生物工程（广州）有限
公司

玖玖莹彩奢润唇膏888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4
玖美生物工程（广州）有限
公司



玖玖莹彩奢润唇膏999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5
玖美生物工程（广州）有限
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叶绿茶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35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epbonena 肌底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44 广州玛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yunnuo何允诺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45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2铁锈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59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蒜米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0 广州蒜米科技有限公司
ousail 痘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3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2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士 男士酷爽控油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5玫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77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4番茄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78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rilyn Montoo菁纯丝绒唇膏 606桃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0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肤美人草本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2 广州御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润颜无暇印章气垫霜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Repair Acn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Repair Acn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Repair Acn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YUN保湿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491 广州玥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a酷黑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07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幽草 三重焕颜眼部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17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爱琴海星钻轻盈气垫霜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1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BoLanFang博澜坊臻皙赋活早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19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漫克拉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23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润颜无暇印章气垫霜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2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NǒME梦幻闪耀九色眼影粉盘（暖棕南瓜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乐婴氏紫草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27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梦幻闪耀九色眼影粉盘（茶棕珊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2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oLanFang博澜坊臻皙赋活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31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布兰缇尼 多肽臻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33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INSENG Breast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INSENG Breast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INSENG Breast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滋多肽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40
广州景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huaxiu瓷花秀胶原多肽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44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瞬滑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瞬滑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瞬滑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为卿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卿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卿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肌润童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肌润童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肌润童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OL生姜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66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ZURO THERM玫瑰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ZURO THERM玫瑰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ZURO THERM玫瑰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轻妆无痕粉饼(02#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8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欢大大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1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水嫩肌肤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嫩肌肤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嫩肌肤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8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禾雀花草本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06
广州禾雀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灵净视灵动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08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水润畅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水润畅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水润畅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多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49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 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富勒烯净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52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简芊酵母活肌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59 广州婕提克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净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6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 德国海马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76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 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水光积雪草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水光积雪草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水光积雪草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金生透亮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84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92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  氨基倍润锁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93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佳三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97
三佳三（广州）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梦色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699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忆美姜汁精华亮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03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丝诺轻妆无痕粉饼(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4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HEAVEN清薄柔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56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妮兒 鲜颜抗皱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5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萱晴冰肌凝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66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隔离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67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香施帝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70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小粉瓶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81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捷丽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幻彩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96 广州柏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幻彩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96 广州柏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幻彩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796 广州柏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尚泉 玻尿酸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00 广州怡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0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心叶 活力西柚保湿水润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06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色胶原蛋白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13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水妍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14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美木子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木子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木子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瑟红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2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红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2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亲润柔润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63 广东亲润实业有限公司
亲润水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64 广东亲润实业有限公司
亲润柔润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65 广东亲润实业有限公司
MISHANG酵素洁面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83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臻皙透亮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8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瑞可可舒润玫瑰精粹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895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Curecells修护因子冻干粉组合套-
Curecells逆龄修护冻干粉+Curecells
逆龄修护活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修护因子冻干粉组合套-
Curecells逆龄修护冻干粉+Curecells
逆龄修护活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修护因子冻干粉组合套-
Curecells逆龄修护冻干粉+Curecells
逆龄修护活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焕彩逆龄眼部套-焕彩紧致能
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6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焕彩逆龄眼部套-温润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7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娃娃润肤靓颜套 焕颜亮肤氨
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8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雅兰荙寡肽修护冻干粉套-雅兰荙寡肽
修护冻干粉+雅兰荙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09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妙龄源泉套-妙龄源泉冻干粉+
妙龄源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2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蜂胶多肽洁
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3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粒子密码青春密码套-青春密码冻干粉+
青春密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4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源泉密码套-源泉密码冻干粉+
源泉密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YUN修护净颜冻干粉套盒-修护净
颜冻干粉+修护净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8 广州玥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玥玺云修护净颜冻干粉套盒-修护净颜
冻干粉+修护净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19 广州玥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逆龄美肌套-美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2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花信初颜套-赋活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2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逆龄美肌套-紧润冻干粉+紧润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2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保湿活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28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梵洛雅逆龄美肌套-紧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2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世纪缔雅玫丽平衡套-玫丽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1
广州金缔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美佑上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美佑上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
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3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美佑上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美佑上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5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护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59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6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净肤多肽修护套 净肤多肽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61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昕娅青春套盒-露昕娅修复冻干粉
（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1 广州玺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昕娅青春套盒（加强型）-露昕娅基
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3 广州玺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昕娅青春套盒（加强型）-露昕娅修
复冻干粉（加强型）（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4 广州玺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私人订制柔润焕颜套盒-私人订
制柔润焕颜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5 广州御媛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UNGLIFE精粹金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UNGLIFE精粹金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UNGLIFE精粹金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田美芙面部净柔套装-净颜霜+净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79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美芙牛奶燕窝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898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灵芝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0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灵芝养护套组-灵芝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0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 ·丝源营养护发发膜（套装）发
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27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 ·丝源营养护发发膜（套装）发
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27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玉润滋养手足护理组合-玉润滋
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65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嫕馨堂舒润修养多肽冻干粉组合-嫕馨
堂舒润修养多肽冻干粉+嫕馨堂舒润修
养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66 广州泰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冰泉水补水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冰泉水补水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冰泉水补水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V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80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至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909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R欧曼茹无瑕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05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国城 提升逆龄精华液+提升逆龄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16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维丹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18
广州维丹妮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婉婷润颜美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20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LAVANDULLA-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ANDULLA-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ANDULLA-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秋水明眸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4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烟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烟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烟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国城 焕颜抗皱精华液+焕颜抗皱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56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盐密码矿盐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0
广州靓美莲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盐密码矿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0
广州靓美莲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芷轩堂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1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露泉胶原肽紧致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胶原肽紧致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胶原肽紧致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嵗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多涵蜂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190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 魅惑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魅惑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魅惑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柚护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09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顶熙美肌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10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ALUX娜娜露可丝百草原浆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19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鑫雅居嫩颜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3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乐果borojo柔护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47 广州伉磊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虫草无色无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5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 舒缓细嫩去黑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5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 舒缓细嫩去黑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5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 舒缓细嫩去黑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59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国花丽御养臻萃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60
广州唐国花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61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柔丝滑修护润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62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滋养唇釉05朱砂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7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滋养唇釉06赤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7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草本精华护唇膏（绿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7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 丝绒隐形哑光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80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虫草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8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唐国花丽御养臻萃焕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285
广州唐国花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尚荟婴肌嫩滑沐浴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09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荟蜜甜香氛沐浴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19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沁碧氨基酸清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氨基酸清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氨基酸清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DONGSHU東束·姜润赋活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26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 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3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醒肤防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3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亮泽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3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细致毛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3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佳宝玲肽娇妍冻干粉+肽娇妍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肽娇妍冻干粉+肽娇妍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肽娇妍冻干粉+肽娇妍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5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年轻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5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Newyork Ardenew雅顿视界静养修护润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59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雪莎玫瑰莹润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6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滋养唇釉01红桦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64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滋养唇釉03红鸢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66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滋养唇釉02豆蔻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6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水润修护氨基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6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束润色茶吻唇膏（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72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7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纤忆美  橄榄柔润丝滑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80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梵希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83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EPSA Brown 7/0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8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荟牛奶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86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国花丽御养臻萃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91
广州唐国花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3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荟沁醒爽肤沐浴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09400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HEyunnuo何允诺玫瑰清爽净彻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401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肤精纯高效修护薄荷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404 广州奢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德丝秀猎惑唇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415 广州蔻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玫澳弹力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422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魅雅弹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38 广州巨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丝滑嫩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玫澳滢润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55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索玫澳润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56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唐国花丽御养臻萃美肤修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70
广州唐国花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多纷迪丝慕色持妆z滋养唇釉04赤焰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71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黄金美肌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7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 · 汐 双头持久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8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 · 汐 双头持久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8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 · 汐 双头持久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8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思语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90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蔓菲葡聚糖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95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瑞思滋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97
广州市睿点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澳舒丹 凝时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599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舒丹 多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04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媛春天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0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丝轩玫瑰青春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玫瑰青春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玫瑰青春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JUNYISHENG 脚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7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祛痘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18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补水保湿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0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蛇油护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恋柔滋养柔顺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24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慕设盈润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37 广州慕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设氨基酸多效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2 广州慕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资莱冻龄提拉紧肤凝胶（面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仪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6 广州柯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净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净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净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SUBAKI贞叶·焕生修护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SUBAKI贞叶·焕生修护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SUBAKI贞叶·焕生修护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慕设氨基酸多效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3 广州慕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5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5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5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BALYNA贝玲娜懒人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懒人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懒人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玉肌无瑕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6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丝轩无患子青春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66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无患子青春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66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无患子青春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66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魅诗宝婴儿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80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植物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84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么么孕氨基酸水光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85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代芳嬌活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9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玉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69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0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水凝莹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07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焕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kite六胜肽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7 广州秋风筝商贸有限公司

BUB 丝绒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8
广州美尚优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美界寡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19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飘婷 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去屑柔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倾城之吻口红（暮意珊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4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玲姐姐水漾冰肌明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倾城之吻口红（夜阑南风）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3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设金盏花多效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0 广州慕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倾城之吻口红（枫林裳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玻尿酸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3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丝妤焕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丝妤焕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丝妤焕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煥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4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云霏源大马士革玫瑰花水明眸魅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55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盐密码玫瑰嫩肤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63
广州靓美莲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帆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79 广州嘉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活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8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欣 焕采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88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享时光美人鱼系列之玻尿酸小分子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享时光美人鱼系列之玻尿酸小分子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享时光美人鱼系列之玻尿酸小分子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幕林萱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797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修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修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透修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赏妆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07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赏妆低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11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芭蕾卡明眸双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14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印章懒人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印章懒人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印章懒人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藜娜轻松易画眼线笔#M01深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28 广州恩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3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3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ERY∧巾美天然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3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深水港水母焕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3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柔光丝滑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光丝滑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光丝滑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邢灵芝艾草舒爽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邢灵芝艾草舒爽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邢灵芝艾草舒爽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妃 新活保湿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5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 灵芝多肽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0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1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赏妆嫩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6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丞溪积雪草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丞溪积雪草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丞溪积雪草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6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仰妍漫妮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74 广州巴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新颜冻干粉+新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76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润肌修护安抚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78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漂亮频道臻致蜜润皙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84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西姿  祛痘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8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姿  祛痘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8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姿  祛痘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8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亮频道臻致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886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Pujing蒲京艾草柔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0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艾草柔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0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艾草柔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04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名媛春天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1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rpa妆前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19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叁合人玉颜无瑕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20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月见草闪亮水润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月见草闪亮水润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ujing蒲京月见草闪亮水润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MISDIARY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DIARY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DIARY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3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7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7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7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美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御珂馨魅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86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舒缓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舒缓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9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玲珑乳韵舒缓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099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 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1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赏妆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24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叁合人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2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效雪肌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效雪肌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多效雪肌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叁合人舒透安肌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41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童婴童泡泡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45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蔻葡萄籽赋活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48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玻尿酸沁透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6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欧丽玻尿酸紧致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62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童婴童四季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64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舒悦安肤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73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致玻尿酸保湿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74 广州蓝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设智颜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76 广州慕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78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淼姬瓷肌活性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7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萃莱烟酰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80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触G滑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84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触G滑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84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鳳韵清爽舒缓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88 广州凤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玫瑰嫩肤粉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09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11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21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掌柜保湿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22 广州永腾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佳芸芦荟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24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9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25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8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28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薇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3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译之花多肽玻尿酸修护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3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3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34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10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38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7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42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膜法胶原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44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6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45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5复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46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4橙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48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童婴童山茶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55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60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魅力莹彩炫亮唇膏02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62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妖纤密飞羽蚕丝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68
广州顺红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雅丽深海火山泥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71
广州沐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庵小分子果蔬酵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72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净颜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78
广州半花半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叁合人肌密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87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幕林萱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92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梵诗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1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04
广州医美药妆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泽康堂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05
广州医美药妆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dfanduo胶原蛋白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07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颜春-胶原蛋白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谜 玻尿酸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17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幕林萱保湿营养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21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尔舒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51 广州安研贸易有限公司
冰莘 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莘 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莘 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童儿童柔护泡泡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57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奇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63 广州美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亮频道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64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魅娇浓蓝莓调理肽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274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谜 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06
广州美雅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思澜鳄鱼油滋养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1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漂亮频道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16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乙三乚三冂三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玻尿酸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玻尿酸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乙三乚三冂三玻尿酸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瑰愫皙肤亮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39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滋养透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4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柏肤源奢宠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奢宠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奢宠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童婴童滋润抚触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4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童婴童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5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童婴童舒润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6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蒂奈儿皙颜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皙颜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皙颜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姿草本畅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60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 海洋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39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其式 嫩滑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08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梵希 火山矿物泥清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09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魔 五重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16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26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隐形气垫BB霜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3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隐形气垫BB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5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ayMeyShow 美秀·多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51 广州帝凰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隐形气垫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5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56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清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63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75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梦幻闪耀九色眼影（泰姬斜日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7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钻多肽平衡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498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Ⅲ型）25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09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WEHEBEAUTY炫色润泽口红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13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可丽水光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14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URUN安康多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15 广州般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NG立体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27 广州魔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 山羊奶柔润倍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山羊奶柔润倍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山羊奶柔润倍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 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 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 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Ⅲ型）75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44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UAU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星润纯魅惑亮釆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7
广州伊瑞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蒙诗氨基酸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蒙诗氨基酸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蒙诗氨基酸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Ⅲ型）
100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81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IMAGIC四色高光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8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角鲨烷美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角鲨烷美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角鲨烷美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0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066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  天和草本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伍和草本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0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钻多肽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21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诱惑美幻丝柔两用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25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研缘草本祛痘膜粉+草本祛痘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黛熊舒盈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3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柔发质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48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蒂梦兰轻盈焕彩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56
龙舌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60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3眼狐星空幻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65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3眼狐星空幻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65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科纳斯臻颜水漾约会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81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龄 晶莹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78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Ⅱ型）75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01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颜皙本草晶透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04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密集修护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0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Ⅲ型）50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13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韩话鱼子酱焕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14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Ⅱ型）50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20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HEyunnuo何允诺多肽安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25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济堂舒缓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鲁济堂舒缓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鲁济堂舒缓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玥伊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31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伍原芭茵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3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滋源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56 广东博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滋源鱼子酱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57 广东博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妮诗水润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水润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水润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裸肌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裸肌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裸肌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玫瑰精油羽感无瑕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883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一品清廉冰川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3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一品清廉冰川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4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ROMES焕颜亮肤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6 广东大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嘉丽水光微注弹润套组-水光微注弹
润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27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CEIVE 康诗薇肌因焕颜套-肌因焕颜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30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萃植源松茸焕颜修护面膜套装-松茸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41 广州嘉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萃植源松茸焕颜修护面膜套装-松茸
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42 广州嘉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萃植源多肽莹润水光面膜套装-多肽
莹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43 广州嘉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忆美肤亮颜套装--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64
广州宾尼星芸美业科技有限
公司

浅忆美肤亮颜套装--美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65
广州宾尼星芸美业科技有限
公司

浅忆美肤亮颜套装--美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67
广州宾尼星芸美业科技有限
公司

清克焕颜亮肤修护冻干粉套盒-焕颜亮
肤修护冻干粉+焕颜亮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69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清克寡肽清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0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
赋颜水光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
赋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2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
瓷感亮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皮肤净化修护组合店用大方案
皮肤净化管理套盒-水光活力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
水光活力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赋颜水光焕肤组合焕彩套盒-
瓷感亮肤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097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妙龄传奇焕彩凝润美肌套-瓷肌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2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焕彩凝润美肌套-瓷肌净透洁
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3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焕彩凝润美肌套-瓷肌焕颜紧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4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焕彩凝润美肌套-瓷肌亮透动
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焕彩凝润美肌套-瓷肌滢透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6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王国菁纯补水套水王国菁纯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17 广州聚卓贸易有限公司

丝贝朗 香氛柔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2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ESSUI“小红管”绝色柔雾唇膏限量版
套盒04#诱惑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29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2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2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2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水嫩清透双效粉霜组合-气
垫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U她素蜜桃软弹偏光腮红（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1088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3 小分子多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28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补水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补水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补水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至胶原蛋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35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妍水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38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光妍焕颜精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40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UI雏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51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奈华·奥斯美丝蚕臻萃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2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幼滑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美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美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美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言野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0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凝香集芦荟水动力焕能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1
广州欢天喜地化妆品有限公
司

CJ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2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言舒沁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3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滋润紧实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滋润紧实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滋润紧实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佳发尊茶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5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馜甄媄祛痘多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7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connubial男士劲能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1
科丽碧欧（广州）健康护理
有限公司

蕙漫香蓓蕾粉嫩呵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蓓蕾粉嫩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言草本养护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5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草本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6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植萃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7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净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8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89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草本舒润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90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畅爽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91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颈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92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韵源净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93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韩话鱼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196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甄姿多肽逆龄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1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琳娜姿 积雪草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2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婵  水库补水微精华原液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库补水微精华原液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库补水微精华原液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茶树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06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科纳斯焕采美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10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芝红苏叶杜果晶透肌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11
广州妍芝红苏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梦佳发尊水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3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玻尿酸珍萃 补水柔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3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VC甜橙珍萃 水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3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本丝罗洋甘菊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0 广州柯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贝佳尔竹炭清洁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2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佳发尊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4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贝佳尔芍药花瓷肌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5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果酸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7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贝佳尔山茶花紧致抗衰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49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佳发尊滋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droa雪颜亮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5
广州西科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沙棘珍萃 雪润柔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久娃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久娃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久娃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贝佳尔玫瑰花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61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贝佳尔金盏花舒宁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63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红醋珍萃 衡润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6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水仙鳞茎
提取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水仙鳞茎
提取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in lennon herbs Lobby水仙鳞茎
提取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素珍萃 保湿弹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樱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话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0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形象美 牛奶补水滋润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补水滋润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牛奶补水滋润爆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鱼子酱珍萃 水润滋养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熊果苷珍萃 舒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29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微娅魅族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06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言畅活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16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活力焕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78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芊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79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活力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81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颈部净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0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畅爽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1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ACTMOI深层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深层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深层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小娇多肽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39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姬丽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01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丽大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04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家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06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水牧人草本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09 广州百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0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水牧人草本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1 广州百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弹润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透芯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19
广州市美甄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国城 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0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MOI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2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丝轩牡丹润透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润透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润透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柏肤源玻尿酸焕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玻尿酸焕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玻尿酸焕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俪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4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瓜·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瓜·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瓜·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到门口姿色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56 慧奈美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国城 焕颜逆龄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67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法俪兹熊果叶魔力雪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7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肌原素纤连蛋白净透美肤霜（Ⅱ型）
100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84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小婴奇 婴儿舒润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89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丽图 透润修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90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om多肽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Meom多肽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Meom多肽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玉美姿水嫩莹采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499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01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01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01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洢韵芳肌娇颜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07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洢韵芳肌玫瑰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10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1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14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洢韵芳肌金箔滋养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16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女士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18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男士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20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姿水嫩莹采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23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24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三合一眼唇面部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27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芝兰璀璨星辰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29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馨语 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0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弹润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3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丽图浓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2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小时代清透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清透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清透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琳娜姿 丹皮酚植物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47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樱萃全能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全能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全能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姿舒缓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3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姿玫瑰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4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姿娇颜倍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58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谚舒缓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62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桦蒂 晶采保湿水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6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柏谚玫瑰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65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肤康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69
广州市微统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新神话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78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牛奶润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润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润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科爵尔 蜗牛清爽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8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琢色男士自然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90
广州乐芙兰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to马油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93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凡碧诗 修护蜜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59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言活力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16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香言肩颈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17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玛丽蒂娜鹿茸臻致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18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焕颜精雕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26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焕颜紧致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27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LASARA肽能抗皱玻尿酸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42 广州麦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43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57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58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馨家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64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芳奈肤 FARENAIVE氨基酸二合一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66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林森黛  牛油果特润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8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Coco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81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金芝堂愈创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8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锁水磁石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8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宝利肤 葡萄鲜活去痘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89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觅净痘嫩滑美肌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11690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蔚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00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娅丝圣黛  牛油果特润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0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I MU高柔爱慕小苍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03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I MU高柔爱慕蓝风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04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调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调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调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卡卡娜牛奶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1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萬堂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萬堂氨基酸净透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桦蒂 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2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花丝轩弹润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弹润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弹润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3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韩话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48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馨家玫瑰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52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马茹碧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5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5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5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多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63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尚颜弹润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75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10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7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9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8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8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8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5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8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注能纳米瀞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清颜秀丽肌能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97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799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玉雪阿道夫保湿焕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01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洢韵芳肌玫瑰滋养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04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U黑松露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12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玉美姿玫瑰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18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谚玫瑰滋养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0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色会会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7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俪兹熊果叶魔力雪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2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韩话鱼子酱妆前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0
广州万藤美容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水肌当家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1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梓泉胶原蛋白弹力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3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梓泉胶原蛋白弹力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3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VIVIANf  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度控油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46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6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4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微肽修护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58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7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6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08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6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倾国城 焕颜逆龄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72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颜植日记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73
北京俏美时代商贸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倾国城 水光焕颜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74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然之诺寡肽积雪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84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家肌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85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洢韵芳肌胶原滋润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86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卡卡娜玫瑰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89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生姜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93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94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净肤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896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俪兹熊果叶魔力雪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0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Z FANMEISHI 美赚梵美施·肽酸酶原
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 美赚梵美施·肽酸酶原
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 美赚梵美施·肽酸酶原
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金缕梅舒缓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2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金缕梅舒缓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2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玉雪阿道夫柔顺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27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玉美姿倍润保湿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32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谚倍润保湿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33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卡卡娜芦荟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34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毛孔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35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MIKAMILY米卡米力氨基酸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39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芙 天然精华雪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43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卡卡娜珍珠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45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芜君晶透滋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芜君晶透滋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芜君晶透滋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荪田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5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萱紧致水润明眸睛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5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卡卡娜桃花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52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 钻玫瑰原液润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58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多肽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65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存爱水漾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70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水动力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水动力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春堂缘泉·水动力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2 广州金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IR葵儿梦幻星空璀璨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9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9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9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芙乐森黑米修护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199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U孔雀石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01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惠氏小狮子 宝宝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08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UAU椰油鲜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24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椰油鲜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24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椰油鲜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24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Smooth Du杜润生姜平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25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e彦色纤细完美眼线笔 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29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UAU椰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椰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椰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3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芳愫臻润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40
广州馨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小婴奇 婴儿维E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53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傲水光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63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BOREMN泊润漫马油润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67
广州泊润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se彦色纤细完美眼线笔 0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68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yanse彦色纤细完美眼线笔 03墨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72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yanse彦色纤细完美眼线笔 04深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73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yanse彦色纤细完美眼线笔 05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75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1薰
衣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1薰
衣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1薰
衣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2葡
萄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2葡
萄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2葡
萄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洁润净肤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洁润净肤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洁润净肤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 9按摩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05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3樱
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3樱
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鱼籽精华润活透皙隔离霜（03樱
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皇子慧植萃能量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18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Merri Well番红花舒缓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39
广州市康泽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Merri Well肉苁蓉舒缓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40
广州市康泽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Merri Well香附舒缓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41
广州市康泽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妍植神经酰胺量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58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冻
干粉+多肽调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冻
干粉+多肽调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冻
干粉+多肽调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调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肽调肤皙美套 多肽皙美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珮尼诗草本活力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草本活力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草本活力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斯贝儿睛采青春眼部紧致套-睛采青
春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莱斯贝儿睛采青春眼部紧致套-眼部卸
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莱斯贝儿睛采青春眼部紧致套-睛采青
春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4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莱斯贝儿睛采青春眼部紧致套-眼部舒
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GENTLE KISS温吻玻尿酸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7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堇罗格平衡油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188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大眼睛美睫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4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OER可瑞尔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44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XUNMEI迅美迅美臻透凝时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45
广州迅美原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
精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DEERE致青春迷雾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4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法俪兹熊果叶魔力雪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6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吾本堂能量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能量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能量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草本能量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草本能量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草本能量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   金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9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金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29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桦蒂 卸妆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0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纤嫊清韵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04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筱彦紫清润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0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RUMSTER肤靓亮美腹肌肤组合-草本萃取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06 广州瑞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MSTER肤靓亮美腹肌肤组合-草本萃取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07 广州瑞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光素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神经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神经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泽佳颜神经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保湿护理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保湿护理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保湿护理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全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柔纱雾面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の恋生物纤维水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6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品创优蜗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蜗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蜗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倾慕之恋柔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3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嫊致美畅游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39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蔻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多肽修护冻干
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多肽修护冻干
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多肽修护冻干
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光耀镜面唇釉（甜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品佳人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73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ZHUO卓晶透遮瑕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90
广州金博瑞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 MU高柔爱慕coco润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91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3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0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0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0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印植物活性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7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JUNYISHENG 皴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8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皲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487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UNGLIFE精粹银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UNGLIFE精粹银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UNGLIFE精粹银套装修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ISC+CHEIF微肽亮肤净颜套多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1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温养调理套-温养舒护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19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温养调理套-温养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0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温养调理套-温养疏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1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曼妙舒盈套-曼妙舒盈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2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曼妙舒盈套-曼妙舒盈润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 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4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AU黑灵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5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黑灵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5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黑灵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5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金萬堂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萬堂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复
冻干粉+蛋白小分子肽寡肽修复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7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MOI芦荟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芦荟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芦荟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KAMILY米卡米力氨基酸蓬松丰盈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5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茉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8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89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9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洋甘菊）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91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薄荷）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92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93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精油浴盐球（甜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1259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ZHUO卓赋活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12
广州金博瑞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珞雅封面女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17 广州圣丽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荪田植萃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1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洋诗韵海洋诗韵·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海洋诗韵·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海洋诗韵·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水漾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2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丽绮神经酰胺高保湿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29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缘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缘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缘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可爱素颜焕肤三部曲-雪菊水凝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3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可爱素颜焕肤三部曲-黑珍珠清洁润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4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可爱素颜焕肤三部曲-精纯玻尿酸原
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4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gze炫色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4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玫瑰原液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5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aichun beauty stretch marks 
remove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stretch marks 
remove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stretch marks 
remove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慧乐美活肤多肽鲜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7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济泽颜凝肌玉颜赋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9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AS BOUTIQE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69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嘉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4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媚影清透无痕粉底膏(D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50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涂抹水光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51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膏空气感丰盈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5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膏空气感丰盈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5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清透无痕粉底膏(D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1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清透无痕粉底膏(D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2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杨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杨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杨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 玻尿酸亮肤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粉嫩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74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缇寡肽多效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76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BAOBEI Snail Black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7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Snail Black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7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Snail Black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7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创优竹炭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竹炭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竹炭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SU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2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柏素颜瓷肌亲肤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5 广州艺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芙萃氨基酸磨砂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799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烟酰胺舒缓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15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JHJ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JHJ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JHJ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滋润保湿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滋润保湿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滋润保湿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 益肤净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33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 as Yan 美茹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34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恬缘花青春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42 广州恬缘花商贸有限公司
柏素颜靓研肌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44 广州艺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香裙香水补水发膜（免蒸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吾仪香裙香水补水发膜（免蒸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吾仪香裙香水补水发膜（免蒸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usail 驻颜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79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大米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宜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4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蒽 蚕丝水感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5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蒽 焕彩莹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6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89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安侬 丝绒轻奢黑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91
广州市丽安侬商务管理有限
公司

丽安侬 丝绒轻奢彩盒修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899
广州市丽安侬商务管理有限
公司

尊享美紧致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享美紧致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享美紧致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诱吻粉漾小灯管变
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1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迅美盈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1
广州迅美原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肤源凝润焕亮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肤源凝润焕亮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肤源凝润焕亮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润亮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2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玫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玫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玫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38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水光素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4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品创优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清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清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清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绮滋润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3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泉面水倍护原浆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泉面水倍护原浆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泉面水倍护原浆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YAEMEIS亚美生婴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69
广州市亚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心新女人驻颜修护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7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语 爆珠保湿凝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75
广州裕通国际日用品有限公
司

LV SHOU轻盈活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77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轻盈净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78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轻盈舒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79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轻盈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花肌源备长炭吸附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女王补水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尊享美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享美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享美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虎 灵芝滋养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89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 灵芝倍护丝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92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彦紫清润水漾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299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 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01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愫时光肌密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07
广州馨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玫丽绮低聚糖保湿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08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氨基酸温和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09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O卓龙舌兰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11
广州金博瑞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锡雅马油保湿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保湿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保湿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氏小狮子 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2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伊婗坊 草本净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3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丹芭碧深蓝弹力素(闪亮质感)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深蓝弹力素(芦荟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2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深蓝弹力素(烫染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30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深蓝弹力素(护卷丰盈)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3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轻奢水润保湿套-轻奢水润美
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4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轻奢水润保湿套-轻奢水润美
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4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轻奢水润保湿套-自然之色奢
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轻奢水润保湿套-轻奢水润美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4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茶树倍爽晶透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7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茶树倍爽晶透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7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茶树倍爽晶透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7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ichun beaut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30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R·HENG YI寡肽冻干粉1号+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6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 首乌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67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仟颜富勒烯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86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玫瑰柔皙胶原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87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ZUANZI钻姿 祛屑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192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马齿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马齿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马齿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妃嫚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29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玫瑰柔皙水嫩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30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黛仟颜富勒烯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38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纯色裸)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纯色裸)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纯色裸)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流沙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流沙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流沙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金属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金属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金属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月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月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月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热力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热力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4仲夏之夜
(热力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祛痘焕颜套盒-祛痘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1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祛痘焕颜套盒-祛痘
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2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修护焕颜套盒-修护
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3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丽雅私人定制修护焕颜套盒-修护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4
广州市中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黄金多肽调养
膜+玻尿酸多肽保湿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黄金多肽调养
膜+玻尿酸多肽保湿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黄金多肽修护套组黄金多肽调养
膜+玻尿酸多肽保湿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奇迹臻颜焕活护肤套盒-臻颜焕活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6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奇迹臻颜焕活护肤套盒-臻颜焕活润
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7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奇迹臻颜焕活护肤套盒-臻颜焕活修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78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腰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腰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腰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腹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腹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腹部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臂腿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臂腿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臂腿肌肤紧致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2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背部肌肤舒缓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背部肌肤舒缓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精品套-背部肌肤舒缓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辞典青春焕颜套-痘坑修护冻干粉+
痘坑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1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肌肤辞典青春焕颜套-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2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澳舒丹至尊奢养冻干粉套-凝时焕彩冻
干粉+凝时焕彩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09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臻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臻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臻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凝水舒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凝水舒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凝水舒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胶原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胶原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胶原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名媛紧致套-名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RO鳄鱼逆龄纹痕套鳄鱼逆龄颈部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58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HERO鳄鱼逆龄纹痕套鳄鱼逆龄眼部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5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曼妙舒盈套曼妙舒盈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7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xinpai欣派玉颜美肌尊享组合-美肌透
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80
广州金科伟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玉自然 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焕颜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8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多肽祛痘组合-多肽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菁采眼部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菁采眼部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眼部逆龄组合-菁采眼部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舒缓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3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仟颜富勒烯凝润柔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02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DR·HENG YI寡肽冻干粉3号+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0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玫瑰富勒烯奢宠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08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御玫瑰柔皙裸妆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09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雷诗美颜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23
广州市丹雷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莲雅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27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清透气垫BB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30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心佳静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34 广州索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芭菲氨基酸香氛发膜【油画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3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调摩洛哥坚果优亮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52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BEAUTY SHIN赋活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61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韩乘美业空中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95
广州韩亚子国际整体形象定
制有限公司

欧尔 燕窝活肤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499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心新女人靓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0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尔 燕窝活肤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05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黛仟颜富勒烯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07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英皇子慧植萃能量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20
芊漾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伴颜肌源凝采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25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LUE PLUS眼部黄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26
广州海斯泰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果萃雪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3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尔 燕窝活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36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御玫瑰柔皙晶透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38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Guluofei古洛菲艾叶檀香精油亲肤沐浴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4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蕾缇赋活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44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缇赋活能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45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伴颜肌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57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焕新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6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as Yan 美茹颜樱花补水清新留
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75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焕新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7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霖兮MOLINC红颜鲜活肌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7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7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俪水伉颜金箔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0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水伉颜娇颜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3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活性炭清爽洁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活性炭清爽洁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活性炭清爽洁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紧秘 滋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599
广州伊丽美莱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承康新芙满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承康新芙满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承康新芙满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俪水伉颜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3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军锐生物 植萃舒爽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4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汝大大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7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汝大大紧实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8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汝大大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09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佳人洁面补水套盒（氨基酸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12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芳淑影硅素修护套硅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4 广州翌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6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6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36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璀璨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44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焕彩逆龄眼部套-焕彩逆龄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47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as Yan 美茹颜生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0 广州中艾贸易有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韵姿妈咪产后颐养套组-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妈咪产后颐养套组-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曼赋活清盈套-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5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妮迷雅寡肽修护组合-妮迷雅寡肽修护
冻干粉+妮迷雅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662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姿Ⅱ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3
广州香奈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妮康 修护活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4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焕亮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焕亮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焕亮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焕新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草本轻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草本轻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草本轻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里蒂丝轻姿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雅丽 多肽修护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15
广州沐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烟酰胺弹润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2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玫瑰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31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燕麦补水净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3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秀妮三色修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35 广州科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水伉颜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42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净肌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43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森黛   深海鱼子舒缓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5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深海鱼子舒缓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6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睛彩迷人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睛彩迷人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睛彩迷人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 劲爽控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75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多涵嫩肤去角质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85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六度倾城  水光肌活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8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甘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89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澜蒂斯红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雅澜蒂斯红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雅澜蒂斯红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林森黛   烟酰胺弹润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蔓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4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酵素蔷薇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79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一枝春 草本消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草本消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草本消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防冻防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6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防冻防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6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裤头方 洋甘菊精华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8 广州正爱日用品有限公司
裤头方 桉树精华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19 广州正爱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焕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2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33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焕新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3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柔缓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7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柔缓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7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柔缓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7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童龄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82 广州正晟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FLOWERBABY光感遮瑕磁石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85
广州琅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極古芳 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92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npsowell尚品雪薇 裸妆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894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布身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22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 高山火绒草修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8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蝶 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贝泉草本名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90
广州市丹贝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9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9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9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活肤焕新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399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颜肌源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07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肌源保湿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09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焕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1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ZUANZI钻姿 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12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ate No 9玻尿酸爆水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2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御肌源自然肌肤隔离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25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OC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2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欧美蔓平衡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29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蓝贝保湿滋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42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诗蓝贝保湿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46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肌源保湿滋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51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5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5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NNE BETTY小蘑菇修护唇膜【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05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瑞美荟活力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1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活力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17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姿  精华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姿  精华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姿  精华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奶格玛 羽美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39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百赫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4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t丝感轻透美肌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46 广州爱丽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不沾杯哑光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不沾杯哑光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不沾杯哑光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奈米抚纹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50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何效德HEXIAODE腹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52
广州市何效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何效德HEXIAODE胸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53
广州市何效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诺·清颜 焕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5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赫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6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一生铁皮石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71 广州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葹蔓 奢养顺滑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72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蔻诺·清颜 焕新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7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微时代眼部凝亮塑颜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18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己自由呼吸蚕丝腊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04 广州柔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水伉颜水润清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07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颜肌源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13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布护韵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50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班布美韵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51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九如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52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班布九如液（家居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53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根源堂植物滋养洗发露（中性）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66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康琳 龙胆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1 广州康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南西北沉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7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BIOU 碧鸥白松露营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79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U碧鸥头皮净化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0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岁堂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焕新激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8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焕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9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水光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29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大侠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0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大侠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0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大侠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0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06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萨娜胶原蛋白滋养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09 广州阶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伴颜肌源修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11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蓝贝自然肌肤隔离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16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萨娜胶原蛋白滋养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17 广州阶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诺.博泉 活肤焕新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3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微粒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39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垒奥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4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黛箔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4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恩鸥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5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恩鸥B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5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鸥品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5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添戈V3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5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YEMY SPRING妍美泉恒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58
广州妍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戈V1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6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恩鸥EN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6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添戈V2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8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Likas_Herbal Lotion_Skin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84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kas_Herbal Lotion_Skin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84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铄葳廷舒活净化套-舒活净化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88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舒活净化套-舒活净化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89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舒活净化套-舒活净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90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美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98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9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9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39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ENTAPHARM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ojie·san-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3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ojie·san-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03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水嫩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11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水光靓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1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馥诗密集修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45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滋润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滋润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滋润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滋润马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滋润马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滋润马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清肌雪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清肌雪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清肌雪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细致嫩滑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细致嫩滑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细致嫩滑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4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0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0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0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星空璀璨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1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星空璀璨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1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星空璀璨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1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清透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2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MO埃及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MO埃及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MO埃及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 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 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 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4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熊果苷日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熊果苷日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熊果苷日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净透清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净透清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净透清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GO玛姬走珠香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80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极限运动男士香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84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法莱丝 山羊奶亮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92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月亮走珠香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96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1539摩洛哥坚果油健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597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SSHA 西海之谜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06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头皮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0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美治面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面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面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欲关大马士革玫瑰水漾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28 广州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净化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38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娇浓微肽微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41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YEMY SPRING妍美泉容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44
广州妍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GSHU逆时空明眸舒缓组盒-逆时空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49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六度倾城  美肌活性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8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质 草本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83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YEMY SPRING妍美泉海洋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88
广州妍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柔水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水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水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婴奇 洋甘菊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93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多肽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697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MY SPRING妍美泉莹透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00
广州妍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n 德国薇昂营养补水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08 广州莎茏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保湿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18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补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V.on 德国薇昂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38 广州莎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佳三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47
三佳三（广州）供应链服务
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71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MY SPRING妍美泉紧致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76
广州妍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n 德国薇昂柔顺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83 广州莎茏化妆品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焕活弹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87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78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保湿甘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0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萃肽赋活深润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11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欧美蔓平衡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18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19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净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20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果优丽美肌润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22 广州爱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圣萃肽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33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圣萃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34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圣萃肽赋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35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圣萃肽赋活修护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36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圣萃青春定格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37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edke金公爵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64
广州龙传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芙尔蔓水光童颜新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6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水光童颜新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6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水光童颜新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6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83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赞球多肽美肌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89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媛玫瑰水盈凝胶软膜+玫瑰水盈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93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焕颜美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96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媛粉嫩樱花凝胶软膜+粉嫩樱花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97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媛水光黄金凝胶软膜+水晶黄金焕颜
凝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98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莱丝 绵羊油亮润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899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纽埃氨基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氨基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氨基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泉 润颜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润颜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润颜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萁美郦丝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24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巴缇仕 洁净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39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净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42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美肌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60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纱美奈璀璨星魅诱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64 广州市乙香房贸易有限公司
纽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新艾然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新艾然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妍新艾然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温和型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温和型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温和型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菲斯科琳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90
广州花想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DORAN水肌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4996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皙透水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皙透水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皙透水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薇霍霍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29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纽埃眼袋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眼袋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眼袋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日记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6
广州澳仕臣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海藻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海藻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海藻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头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头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头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1539女主大蜜蜜润唇膏（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2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539女主小蜜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44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萁美郦丝焕醒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4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埃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箔美肌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墨角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墨角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墨角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胸部肌肤紧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胸部肌肤紧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胸部肌肤紧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润颜焕采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4
广州圣妃之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驰 超驰金刚塑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7 广州超驰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水能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逆龄深透滋养炭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6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保鲜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1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日记舒缓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4
广州澳仕臣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萃森透亮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5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缇仕 胶原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6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埃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日记水油平衡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84
广州澳仕臣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浪漫日记激润保湿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85
广州澳仕臣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Jardin De Reefur 樱花凡士林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1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 光果甘草靓肤刷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5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淇妙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097
广州妙尔国际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

柏诗春天光感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光感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光感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ONTECIE曼蒂丝红樱桃滋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1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水肌润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水肌润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水肌润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浪漫日记多效修护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05
广州澳仕臣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瑞斯曼蒂多肽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12 广州圣婕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啫喱型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啫喱型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啫喱型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韩达美淇素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3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纽埃薰衣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薰衣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薰衣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蝶臻肌水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30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韩桑黄气色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55
广州秀丽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菘蓝籽奇焕莹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5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QUE密语浓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JOQUE密语浓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JOQUE密语浓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3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平衡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水光丝绒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微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7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索芙特二裂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69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BIOU碧鸥角质净透洗发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71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指尖精灵活肤舒润套组-活肤舒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72 广东广华商贸有限公司

指尖精灵活肤舒润套组-活肤舒润按摩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74 广东广华商贸有限公司

纯蒲氨基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88
广东校企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BIOU碧鸥氨基酸亮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91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9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9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19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莹亮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莹亮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莹亮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净红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净红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净红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SOUL BALANCE愉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愉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愉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亮颜草本组合套-MD时光亮颜能
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8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 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8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9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草本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9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草本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9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29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肌蕴焕活柔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00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玉颜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02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肌蕴焕颜莹
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03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韵姿草本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6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套盒 黑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71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套盒 棕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72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叶草寡肽修护冻干粉套装-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37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黄金鱼子焕肤魅力组合-薇塑
蓶美深海鱼子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2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悠漾润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悠漾润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悠漾润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臻润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臻润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臻润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水漾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所肤理玉润滋养手足护理组合-玉润滋
养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14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彩奢华润彩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37 广州鑫鸿科技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银色山泉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银色山泉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银色山泉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彩奢华润彩唇膏（2#）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39 广州鑫鸿科技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冥府之路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冥府之路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冥府之路中
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黑鸦片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黑鸦片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黑鸦片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孤儿怨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孤儿怨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孤儿怨女用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柏林少女女
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柏林少女女
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合逸香氛奇妙之旅柏林少女女
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颜堂草本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滋润唇膏（PN03热情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7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滋润唇膏（PN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8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滋润唇膏（PN02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59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滋润唇膏（PN04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0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滋润唇膏（PN05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1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博婉 保湿弹力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保湿弹力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保湿弹力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一滴盈亮美肌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一滴盈亮美肌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一滴盈亮美肌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弹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弹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弹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羽红球藻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75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蕾缇微粒肌能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84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re臻奢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87
广州和唐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遥迢佳人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91 广州宜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re悦己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92
广州和唐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多涵小黄瓜滋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5497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丝鱼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05 广州茜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LIYAN俏丽颜红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15
广州俏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西维C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18 广州雯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20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自然生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自然生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心悦自然生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国花丽御养臻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38
广州唐国花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蜜泉  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完美态度亮采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42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婉 温和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温和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温和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丽姬雪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水光焕颜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60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图香氛丝滑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61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6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6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6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滋可国际小分子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赋活动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赋活动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赋活动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舒养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舒养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舒养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5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粉嫩娇润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粉嫩娇润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粉嫩娇润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妍水光肌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2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珍珠雪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伊岁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伊岁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伊岁 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U山茶花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UU山茶花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UU山茶花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思薇海底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43 广州善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IOR熙格 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50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羽红藻抗皱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54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淑雪舒润净透养护套-舒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57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草植萃面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58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酵素温和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59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没药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0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1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2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同仁发宝植萃精华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同仁发宝植萃精华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同仁发宝植萃精华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ICN寡肽修护冻干粉+ICN寡肽修护透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ICN寡肽修护冻干粉+ICN寡肽修护透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ICN寡肽修护冻干粉+ICN寡肽修护透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羽红藻抗皱紧致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8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美·丝源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9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89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TUB 元气轻彩腮红 521#微醺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90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ONTUB 元气轻彩腮红 520#桃花运 粤G妆网备字2019015694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IVA CIARA迪瓦席亚拉素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11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07#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1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嫣然臻情魅彩电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20
广州市众享通惠商贸有限公
司

水肌妍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23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NTUB 蜜润滋养变色唇膏 501#蜜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26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优理氏净颜透润酵素面膜 （黑茶+米糠
酵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28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梵洛雅美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2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理氏光感亮润酵素面膜 （黑灵芝+米
糠酵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3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潮膏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3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膏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3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TUB 元气轻彩腮红 666#锦鲤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38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讴勓1998- 雪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4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野葛根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野葛根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野葛根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TUB 蜜润滋养变色唇膏 502#粉漾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44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魔蝶蜗牛原浆晶透嫩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52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 Meso Cosmet清焕冻干粉+In Meso 
Cosmet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54
广州爱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lens.黄金胶原冻龄软膜+胶原蛋白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83 广州市蒂尼希贸易有限公司

Derlens.红石榴胶原冻龄软膜+胶原蛋
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92 广州市蒂尼希贸易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7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0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0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0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凝润多效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06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恩良品草本茵陈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1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纤鹤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姿曼凝润多效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5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沁润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沁润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沁润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瑟谜男士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28
广州优瑟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兴缘颐康草本臻养修护养护膜+兴缘颐
康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35
慧美丽人（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贝维多效修护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36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蜜桃亲肤丝滑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4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丽贝拉镜面水润炫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7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7.45富勒烯多肽奢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81
广州益品宏成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伯莎夫人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莎夫人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莎夫人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蕊奢宠至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886 广州肯傲贸易有限公司
魔蝶臻肌水漾嫩肤原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16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清爽矿物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爽矿物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清爽矿物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精致莹润无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2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男士竹炭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男士竹炭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男士竹炭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LIYAN 俏丽颜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36
广州俏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ORCIO XINXIYA .Z莘茜亚.张艾叶精
粹润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4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学堂艾叶温养多效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7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齐媄-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5977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刚劲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0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倍舒妮娅蓝铜肽亮肤优化套蓝铜肽焕颜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03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蓝铜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04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千金燕窝胶原蛋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0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头发蓬松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迦亿护根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8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臻度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度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度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2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39女主小蜜蜜润唇膏（蜂蜜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30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晨蘭嬌玫瑰菁萃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53 广州市美丽年贸易有限公司
ST魅感轻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57 广州宾奎商贸有限公司
CIORCIO XINXIYA .Z莘茜亚.张艾香滋
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6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S莹亮纯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66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6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6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6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学堂艾香滋养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云山清屑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清屑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清屑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07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韵诗美眸靓彩套装组合-美眸靓彩舒
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01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贝诺依氨基酸保湿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07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miying艾米婴美颜补水修护米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08 广州印象芳华商贸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 多肽蛋白液+多肽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16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艾学堂艾叶水润嫩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18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ef 持久焕亮气垫CC棒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20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弹力紧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3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贝诺依烟酰胺提亮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44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齐媄-小分子冰川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49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诺依玻尿酸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50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纷肌因美颜精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6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葵儿臻美星肌高光粉饼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69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函美世家小分子玻尿酸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7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NNV蜜桃轻盈美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7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SFOXC仙草石斛水嘭嘭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79
广东仙草石斛化妆品有限公
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保湿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保湿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保湿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柔润舒缓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柔润舒缓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柔润舒缓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1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沉香瑜伽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02
广东东西南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沉香瑜伽沉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07
广东东西南北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东南西北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08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东南西北沉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09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水无龄鲜椰水润畅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33 广州优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ekou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58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BoJia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59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moon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0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妮蔻 DANNY COLL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1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细致嫩肤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细致嫩肤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细致嫩肤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保湿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保湿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保湿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樱桃娇颜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樱桃娇颜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樱桃娇颜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能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91 广州丹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诺薇烟酰胺菁萃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92
广州紫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妃斯奇玻尿酸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293
广州百峤中医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FENC黑晶珍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ENC黑晶珍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ENC黑晶珍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IKIMUSE沙漠之星18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6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芮泉小分子玻尿酸聚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65
广东省优品汇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逆龄时代悦颜套-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67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悦颜套-肌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68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悦颜套-美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69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悦颜套-清透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70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思邈千金调理套组-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亮颜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8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套-清润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2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3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水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套-清润复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39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舒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舒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舒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修护冻干粉+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修护冻干粉+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舒柔修护套-修护冻干粉+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沁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沁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澄亮粉润组合-澄亮沁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美肌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1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2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迪诺薇苹果多肽三维修护套组-苹果多
肽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32
广州紫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诺薇苹果多肽三维修护套组-寡肽活
性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33
广州紫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云山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64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芙蔻肌蕴时光净皙套盒-肌蕴焕活滋
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06
花漾联合实业（广州）有限
公司

KSV魅惑电眼纤长卷翘睫毛膏组合-魅惑
电眼纤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24 广州佰盟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te No 9花瓣玻尿酸身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581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08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透润爽滑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舍蜂胶舒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舒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舒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盈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盈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盈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舒韵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舒韵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蜂胶舒韵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18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臣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27 广州澳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UAU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6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碧肤婷植萃复活草水润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肤婷植萃复活草水润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肤婷植萃复活草水润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UAU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5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5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5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CARLOTTA奇美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奇美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奇美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舒畅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79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唇真芳华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85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柏诗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698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3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4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5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顶熙美肌修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美肌修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美肌修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所肤理唇真芳华口红 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22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橙净新肌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30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新肌凝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3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芦荟营养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3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杜润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62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爱肤者绵羊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瑾氨基酸清透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氨基酸清透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氨基酸清透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斯芭艺醒狮王能量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9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芭艺醒狮王能量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9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芭艺醒狮王能量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779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倍舒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07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17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珍柔焗油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1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焗油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1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焗油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1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零距美天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2 广州洛卡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3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者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道全息清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道全息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39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丝魅惑 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41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纤忆美  薄荷精油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1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那膜传奇多效臻颜水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5
迷上新零售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婉卿月光千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千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千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富勒烯亮颜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59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秀苦参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0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比婴童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1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寡肽修护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秀锦葵水漾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4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水漾莹润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5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赋活焕颜水晶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67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诗霏尔玻尿酸植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7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诗霏尔玻尿酸植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7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诗霏尔玻尿酸植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7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78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柒起量子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量子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量子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草本活力护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草本活力护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草本活力护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卡·千卡小红魔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86
广州万邦优加壹科技有限公
司

香爵沙棘口红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90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晴意草本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晴意草本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晴意草本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OEBOLL控油祛痘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89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NV丝滑修颜遮瑕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1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忆美  蜜语花香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16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NV酷黑显色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1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22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幻黑星闪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2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NNV深邃大眼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2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植荟美芦荟肌源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肌源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肌源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舒缓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舒缓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舒缓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肤草赋本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1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2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3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温润艾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4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5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6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7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8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49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紫色花人参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人参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人参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亲肤草植萃幼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5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亲肤草沁清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6 广州市承跃贸易有限公司

川京秀橙净鲜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59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鹤棠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美曼 紧致抗衰精华液+紧致抗衰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2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京秀橙净新肌焕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姿妤调理柔顺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调理柔顺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调理柔顺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纤忆美   橄榄精华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69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萬堂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7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萬堂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威琳斯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73 广州冰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爵沙棘口红 #07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79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美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美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美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思语芳香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3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唇纷星眸潋光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红石榴珍萃 凝润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8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幻彩魅惑闪耀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92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USUPSO 水润轻感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95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香爵沙棘口红 #08 粤G妆网备字2019016996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DME 柏度媄 逆龄水光润透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01 广州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净颜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0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活肤滋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思润语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茗思润语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茗思润语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茗鑫炫.摩洛哥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19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一蔓熏香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38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活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活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活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雯美曼 提升紧致精华液+提升紧致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46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ser 可可·宠色星颜炫彩四色眼影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55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谷光甘肽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橙净新肌亮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9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碧丝草本雪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94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竹炭纤维净化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95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新肌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09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萬堂寡肽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海藻肽鲜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07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新肌凝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17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海藻肽逆龄凝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19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植荟美芦荟补水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京秀海藻肽逆龄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2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京秀海藻肽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2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U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3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3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3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壹屋康臻润修护套-臻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66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4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5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5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5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6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6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轻雾感哑光口红 z706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檬保湿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5 广州荟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go燕窝冻干粉美肌修护套-燕窝童颜
美肌修护溶解液+燕窝童颜美肌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go燕窝冻干粉美肌修护套-燕窝童颜
美肌修护溶解液+燕窝童颜美肌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go燕窝冻干粉美肌修护套-燕窝童颜
美肌修护溶解液+燕窝童颜美肌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hyun藻尚好 泰国野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192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爱果优丽舒肌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07 广州爱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爱果优丽盈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08 广州爱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芭纯Bachun酷爽定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13
广州市三仓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

雅坤堂黄金养护套盒-黄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23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雅坤堂黄金养护套盒-香艾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24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葵儿唇纷鎏金暗涌金属唇釉（金属人鱼
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41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4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养多多泡泡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4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氨基酸焕采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4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维他
命C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嘟嘟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养多多泡泡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细致净颜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5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嘟嘟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养多多泡泡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维他
命C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精粹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7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富勒烯瓷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富勒烯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瓷肌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富勒烯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美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富勒烯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富勒烯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2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丹贝泉温和柔顺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25
广州市丹贝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蜜莎 素妍平衡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素妍平衡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素妍平衡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帛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29 广州蕾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VY 闪耀臻彩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31
广州珂洛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蕾卡光影戏法四色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40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娇百媚 水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47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娇百媚 水光多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48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娇百媚 水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49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娇百媚 水光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50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薇逆时空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5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对白肌密修护冻干粉+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对白肌密修护冻干粉+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对白肌密修护冻干粉+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献慕密罗木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6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PERISIMLE维密仙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7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生命天使奢宠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79
广州生命天使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NANALUX娜娜露可丝百草原浆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84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38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芝美黛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0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芝美黛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0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芝美黛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0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妤菲轻奢炫彩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04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13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14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萊儀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1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穆禄氏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穆禄氏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多肽焕肤安瓶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多肽焕肤安瓶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莉肤多肽焕肤安瓶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畅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37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畅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38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调理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39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精粹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4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41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清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5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生一颜保湿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56
广州一生一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活美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5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雍雅亮丽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6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韵利 积雪草靓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利 积雪草靓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韵利 积雪草靓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use秋色矿物质净颜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6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雯美曼 小分子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3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ERRENA 3D Intensive Firm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3D Intensive Firm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3D Intensive Firm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3D Intensive Firm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依洛 焕颜多肽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76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ILLA瑞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ILLA瑞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ILLA瑞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ELOVE玫瑰水光面膜（玫瑰凝胶+胶
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8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96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玻尿酸柔肤水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49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姿多莉 水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0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堂初之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堂初之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堂初之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芦荟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0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八杯水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ISHINUO艾诗诺光滑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26 广州楒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0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0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0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磨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磨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NOSSIE诺腮基础胶（磨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活力滋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轻盈舒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春暖娇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焕颜青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熹润活修护精华水（喷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2 广州宸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睛秀雅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诗莉玻尿酸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45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SOD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5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婵薇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61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盈润泡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7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纬生堂男性劲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RRENA ALL Repair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ALL Repair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ALL Repair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ALL Repair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Moisturiz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Moisturiz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Moisturiz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Moisturiz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Sensitiv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Sensitiv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Sensitiv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Sensitiv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Hydrog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Hydrog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Hydrog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Hydrog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薇润泽悦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90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靓肤小分子补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592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TERRENA Deep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1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Deep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1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Deep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1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Deep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1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Laser Whi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Laser Whi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Laser Whi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Laser Whi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Pore Refi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Pore Refi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Pore Refi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Pore Refi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Hydro Plump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Hydro Plump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Hydro Plump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Hydro Plump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Soot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Soot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Soot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Rich Soot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造私美天然身体紧致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56 广州锦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惑净润焕颜 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63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堂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65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akeup单色眼影（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73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奈斯花盒子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7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优氧动力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81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ESEDO甜蜜隔离霜 NO.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8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魅姿秀金缕梅净颜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94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婷蒂兰真彩魅影六色遮瑕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17699 广州市米美广告有限公司

余颜家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余颜家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0
广州不凡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NyceMakeup单色眼影（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1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莲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明眸敷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1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优氧舒缓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2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透泽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3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State No 9烟酰胺焕亮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5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秀御颜亮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7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德瑞拉洗卸二合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8 广州玖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柔嫩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19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蔓熏香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21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片海七重植萃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26
广州一世容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28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29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品格 时尚风精油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萃植源多肽莹润水光面膜套装-多肽
莹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2 广州嘉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滋养隔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3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格 植物蛋白造型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57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男用套装-祛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81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花信初颜套-美肌冻干粉+美肌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1779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诗軒 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05
广州市桔猫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依芙曼 活能鱼子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0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夏瑜二合一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24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25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26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27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诗莉水光蛋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28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靓肤烟酰胺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烟酰胺VC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1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密罗木修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2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靓肤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3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赋活晶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MOLD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MOLD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MOLD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RUBBE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RUBBE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RUBBE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OCEAN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OCEAN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OCEAN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LIGHT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LIGHT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LIGHT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7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I HAIR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I HAIR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I HAIR OCEAN 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8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时代 清透嫩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78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JORN易绘炫目晴彩眉笔 03浅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06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芙客诗 水润嫩肤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08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净透细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16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水立方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17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珊瑚 水光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1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重生日记 光感水润修护定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2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日魅颜 水光肌无瑕调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2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杏林春 薰衣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2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易康 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2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 mishiji酵素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3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出彩娇艾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41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献慕神经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4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尚美品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52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 MUSE魅惑炫染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55
广州瓷于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彩芭莎清爽洁净头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57 广州嘉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瑰愫芦荟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61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雅丽轻薄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63
广州沐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ghtness PAPAYA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6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合生杜鹃花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7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杜鹃花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7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杜鹃花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7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蜗牛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蜗牛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蜗牛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翰淇草多效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翰淇草多效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翰淇草多效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yunnuo何允诺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7998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绵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绵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绵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莉语祖玛龙滋润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2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润泽营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5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姿纯瓷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09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AARDEMA阿德玛  赋活冻龄焕颜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14 广州聚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润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17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稀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19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KI克龄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20 广州汇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美肌嫩滑皙颜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美肌嫩滑皙颜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美肌嫩滑皙颜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I克龄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29 广州汇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润泽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31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稀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39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洁净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049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奇花园青春保湿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121 广东六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璐芮泉水漾盈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8122
广东省优品汇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奢瓷雪晶亮美白祛斑霜套盒-奢瓷雪晶
透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142 广州石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瓷雪晶亮美白祛斑霜套盒-奢瓷雪晶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143 广州石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妍植 雨燕·小分子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5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清廉水活力弹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一品清廉水活力弹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誉耳堂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誉耳堂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誉耳堂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4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面谱温润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2 广州市面谱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O蜂素紧致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UO蜂素紧致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UO蜂素紧致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耳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誉耳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誉耳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利道香氛蛋白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7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8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spa水溶泡泡洗手泡腾片（阳光夏
日）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88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EAJORN易绘炫目晴彩眉笔 04浅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9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Kispa水溶泡泡洗手泡腾片（甜蜜花
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93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Kispa水溶泡泡洗手泡腾片（海洋之
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96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Kispa水溶泡泡洗手泡腾片（绿野清
新）

粤G妆网备字2019018299 广州立白企业集团有限公司

EAJORN易绘炫目晴彩眉笔 05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04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玫兰荟肌能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16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控油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控油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控油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蔓熏香毛孔收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39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兰德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丝轩牡丹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5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5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5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千色鸟变脸深呼吸隔离霜 02#浅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58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岚府植萃保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3
广州俏西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VE DE JO.M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UDNES臻萃毛孔收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5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LAUDNES臻萃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7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LAUDNES臻萃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68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肌原素再生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70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泛美堂提升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胶原蛋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3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清盈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清盈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清盈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MA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88
广州亚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克林娜儿童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93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时代祖玛龙奇焕光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39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平滑修护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07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NBEL YOYO 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08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祛屑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5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红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薇蜜莎 素妍焕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素妍焕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素妍焕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嫩豆肤烟酰胺舒缓修护冷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1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集修堂海葡萄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3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缇琳娜姿 植物酵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5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心秘肌樱花胶原蛋白美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29 广州菲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色鸟变脸深呼吸隔离霜 01#粉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31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CHEON海藻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4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海藻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4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海藻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4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合丰堂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魅力源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魅力源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魅力源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控油防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5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谛堂香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1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植镁恩 悦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6 广州水菁商贸有限公司
植镁恩 乐享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7 广州水菁商贸有限公司
植镁恩 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68 广州水菁商贸有限公司
舒道堂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76 广州聚卓贸易有限公司
ICHEON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7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7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CHEON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7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绿芙蓉多肽修复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81 广州方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琳娜姿 珍珠纳米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86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色之恋 菁纯亮肤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越桔原液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越桔原液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越桔原液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金萬堂神经酰胺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秀堂草本植萃亮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49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琳娜姿 六胜肽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06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诗娜极夜之光琉璃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1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极夜之光琉璃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1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诗娜极夜之光琉璃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1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贝斯草本净瑕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2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锡雅马油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MOI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4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献慕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5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献慕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5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6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6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持妆无暇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6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蓝甘菊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蓝甘菊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蓝甘菊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0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粉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粉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粉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日出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日出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3热情西柚
(日出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菁纯亮肤雪莹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7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肌蜜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81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焕肤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83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柚醉香净发乳6A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86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玉雪阿道夫丰盈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87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C&N红石榴多效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88
广州市潮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尘心白睡莲安萃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91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 肌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9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蜜泉 紧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紧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泉 紧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5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玉雪阿道夫滋润水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03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欧兰玉雪阿道夫活力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04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美颜草水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06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雅姿 草本舒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4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雅姿 草本舒活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5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雅姿 草本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6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毛发污渍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毛发污渍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毛发污渍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BUB鲜花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36
广州美尚优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馥薇甘菊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37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安肤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4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安肤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4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安肤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40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好和颜悦色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45 广州市合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薇纯养离子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55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芙洁植萃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6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桃桃水光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7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8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8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8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69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RQAO如俏胶原蛋白青春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1 广州万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龙之香品沉香精华蚕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3 广州梦莲贸易有限公司

妍瑾逆龄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逆龄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逆龄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芷轩堂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1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TFRA 聚芳 娇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舒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娇美舒颜滋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 聚芳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俏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 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 聚芳 蓝甘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38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维斯密语维斯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41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舒佗手足暖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45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细丝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78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菲凡尚香无暇盈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凡尚香无暇盈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凡尚香无暇盈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碧鸥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7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鸥高弹亮泽烫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08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美 女士三花草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10 广东养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多肽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19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焕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0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多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1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桃花凝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2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净透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3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多肽致青春套-焕颜多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4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养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5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明眸眼晶晶套-草本舒
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6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明眸眼晶晶套-草本明
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7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明眸眼晶晶套-草本明
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8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舒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29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力紧年华靓颜护肤套 靓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30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首乌草本养发液套盒-首乌草
本养发液①+首乌草本养发液②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TFRA聚芳 臻润头皮护理套组-娇美头
皮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蒂雅莉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净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雅莉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净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雅莉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净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玉自然 多肽焕颜美肤套焕颜亮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瓷娃娃玉肤面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4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5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5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5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颜康 锁水靓颜套 逆龄多效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51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品佳人洁面补水套盒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55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立草堂焕妍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67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草堂焕颜修护组合-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6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依俐芳尔 臻颜青春定格组合 赋活弹润
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69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薇好自然遮瑕气垫BB霜 01#提亮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86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VOTTOV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90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色薇好自然遮瑕气垫BB霜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91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仙度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899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华·奥斯美肌源生物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05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美治细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细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细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box 懒人眼唇调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13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柏柔美芦荟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15
广州市柏柔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度美肤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16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薏菲爽肤滋养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22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幼滑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幼滑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幼滑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紫伊颜MANZIYIYAN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30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紫伊颜MANZIYIYAN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30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紫伊颜MANZIYIYAN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30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享富迷迭香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32 广州市灼桃贸易有限公司

献慕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4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龙之香品沉香精华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46 广州梦莲贸易有限公司
moperfecto麽色倾色慕光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53 广州小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水库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水库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水库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植绒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植绒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植绒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红色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红色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红色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彦紫胶原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柏素颜肽能嫩滑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3 广州艺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 驻颜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一丽人私人定制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8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享富透骨草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00 广州市灼桃贸易有限公司

涞淇儿 修护精华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露泉绿豆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绿豆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绿豆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C滴蕊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婷蒂兰晶璨珠光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22 广州市米美广告有限公司

水活组酶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27
广州润丰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潮蔻活颜菁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30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 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33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涞淇儿 玻尿酸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3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沃丝植物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39
广州凛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龄魅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55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歌 秘贴尊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6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PINC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76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轻盈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轻盈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轻盈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谚金箔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89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ciChloe水润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09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高跟鞋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贝尔富勒烯水漾灵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贝尔富勒烯水漾灵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贝尔富勒烯水漾灵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0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金闪闪)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金闪闪)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金闪闪)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2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JIEMI解密 蚕丝水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JIEMI解密 蚕丝水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JIEMI解密 蚕丝水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京瀛肌源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34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缇肤薇加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6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OSH·CLUB珀仕会剃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65 广州珀仕科技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7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芙洁植萃净痘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7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EZUAN悦钻 老姜养发健发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77 广州俊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珀玉泉多肽焕颜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79
广州珀彩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启恩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83 广州聂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修护冻干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86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哲博  左旋VC润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8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紧致冻干粉+如初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191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名郁 草本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01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東妍品水光潤肌保濕修護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東妍品水光潤肌保濕修護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東妍品水光潤肌保濕修護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家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08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凝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37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幻彩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38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40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兰香槟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5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5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5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人面桃花 水嘟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 炫眸五色眼影（01粉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61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 炫眸五色眼影（04桃花妆）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68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科塑尔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69 广州因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中性香水(森林)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7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hevnly 皇家经典璀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7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中性香水(影子)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7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京瀛驻颜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75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im8 炫眸五色眼影（03红酒妆）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84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女性香水(梦)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9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im8 炫眸五色眼影 （02大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299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SOFTENER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SOFTENER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SOFTENER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NIGHT MOISTUR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NIGHT MOISTUR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NIGHT MOISTUR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ALL DAY BRIGHTENER SPF PA30++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ALL DAY BRIGHTENER SPF PA30++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ALL DAY BRIGHTENER SPF PA30++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尚丝红花柏叶草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14
黑尚丝（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妍瑾亮颜柔润仙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亮颜柔润仙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亮颜柔润仙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1539肌肤之源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1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迦亿鱼子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4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博崛营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崛营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崛营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梵希变色泽润唇膏 红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29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dongqingxin恰动清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48
广州市希诗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澜恩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52 广州玖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妡胡萝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53
润福和泰（广州）贸易有限
责任公司

TNN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63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洋甘菊舒缓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洋甘菊舒缓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洋甘菊舒缓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氨基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66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寡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73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鸣美 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美 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美 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郁 轻飘飘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2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芙曼 柔丝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添枝亮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8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SeKON富硒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389
广州市瑞硒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生吉檀香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檀香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檀香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兰德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V SHOU臻皙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29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悦活舒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3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碧鸥高营养润丝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31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鸥水嫩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32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鸥酸性柔软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33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璐芮泉水凝盈采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70
广东省优品汇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MeiSkin肌肤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75 国妆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虎 劲爽塑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76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AISC+CHEIF微肽亮肤净颜套立体清洁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8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铄葳廷魅韵呵护套-魅韵畅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93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魅韵呵护套-魅韵呵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94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铄葳廷魅韵呵护套-魅韵呵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495
铄葳廷（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尊凰纯然玫莉补水套-玫莉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纯然玫莉补水套-玫莉精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3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桃花肌套-花肌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臻颜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魅眼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魅眼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魅眼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多肽紧致魅眼套-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佰素 植物海藻面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28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佰素植物海藻面膜（柔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29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佰素 植物喷雾粉（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30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秀姿御养套-秀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秀姿御养套-秀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秀姿御养套-秀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泉蝶蜂姜养护调理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水光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4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水光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富勒烯童颜管理套-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富勒烯童颜管理套-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富勒烯童颜管理套-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富勒烯童颜管理套-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臧艾堂植萃草本套盒-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多效焕颜胶原冻干絮套装-多效焕
颜胶原冻干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1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多效焕颜胶原冻干絮套装-多效焕
颜胶原冻干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1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59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美颜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6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美颜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6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美颜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196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Q巨补水靓肤倍润套装+靓肤倍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787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缇丝蛋白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810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草本姜养套-草本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811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缇净肌卸妆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19812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唔纤唔秀纤韵定制套--纤韵定制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826 广州燕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EGIE黑蔷薇系列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0 广州飞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FEEGIE红雾润养系列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1 广州飞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MOI水肌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MOI水肌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PRO薇宝翘密浓卷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3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金缕梅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51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VAKNA深海鱼子清洁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52
广州市美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53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佳发尊柔顺亮泽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54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豪轩尼 炫亮特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6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雪皙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65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SACE LADY Matte Longwear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66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SACE LADY Full Cover Concealer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67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SACE LADY Liquid Glow Highlighter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68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青呦青蒿净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75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涵养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亚康洁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199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康态三通能靓油A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康态三通能靓油A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康态三通能靓油A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金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金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0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金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尚氨基酸按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2 广州米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呦多效修护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6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琥珀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琥珀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琥珀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2迷人大地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SACE LADY Setting Makeup Loose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1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玄彩魔力 二次元小分子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彩魔力 二次元小分子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彩魔力 二次元小分子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肤薇加水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2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梦魅星辰6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梦魅星辰6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梦魅星辰6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32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 日落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33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醒肤焕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7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EIZELI依姿丽冰泉雪莲晶透锁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76
聚美说（广州）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NOMe 梦幻闪耀四色眼影（干玫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7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益蔻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唐艾神  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9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唐艾神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9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醋足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096 广州顺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ACE LADY 24K GOLD MOIST INFUSED 
ELIXIR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12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玉美姿水嫩莹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14 广州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Me 梦幻闪耀四色眼影（桃花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1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潮蔻水感沁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19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蒂凯茜质感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22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润透颗粒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2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OLIVE PEPTIDE Firming Anti-
Wrinkl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OLIVE PEPTIDE Firming Anti-
Wrinkl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OLIVE PEPTIDE Firming Anti-
Wrinkl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魅惑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魅惑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魅惑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素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4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 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48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多糖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52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呦盈润亮肤青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59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醒肤焕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6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ACE LADY Blur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65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舒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6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舒柔水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7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活泉晒后舒缓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79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OUIS BUDDY姿秀紧实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182 广州润岛贸易有限公司
颐美婍明眸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2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奇因·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04
广州壹西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御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55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玺纯鱼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61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NTECIE曼蒂丝悦色孔雀缤纷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65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俪水伉颜胶原滋润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67 广州邑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牛德英手足洁护理膏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6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肤鲜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7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神经酰胺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75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酵母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79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膏强力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81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膏强力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81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蒂儿宝宝草本松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85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NN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86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氨基酸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93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姿秀花开季节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39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戈佰睿未来肌盈润唤采原液（次抛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01 广州优品联盟贸易有限公司

貴雅颜沁养深层滋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09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極古芳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0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irl's 女孩氨基酸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1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舒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莹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荙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4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祛痘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08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5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貴雅颜沁养深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2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嫩皙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嫩皙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嫩皙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中国红口红009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中国红口红010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6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NVAN氨基酸净化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70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HY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7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7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07 粤G妆网备字201902048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适普健姜汁浴足藻泥颗粒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03
广州市唯妍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克林娜小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07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神经酰胺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16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密物语咖啡因去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22 广州浚英镁贸易有限公司



优护宝宝草本松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24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惑烟酰胺美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2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Jeune   蕾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31 广州蕾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泛美堂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3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依洛焕颜多肽冻干粉+焕颜多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41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ella lavgine夆来乐凝脂莹润菁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56 广州媛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星水凝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60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紧秘 多肽紧致冻干粉+紧致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62
广州伊丽美莱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紧秘 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63
广州伊丽美莱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丹芭碧 暖手霜（牛奶嫩滑）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67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舒肌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6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焕彩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8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9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9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08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9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09 粤G妆网备字201902059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15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17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23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24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12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27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25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立体魅惑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13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216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0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立体魅惑眉粉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滑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滑粉底液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补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调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思诺草本清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1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安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3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539一滴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42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宝丽 水光樱花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46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reasDior花蜜丝悦去屑净化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49 广州天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裸感修色唇膏 01#自然裸感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51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蛮俏儿祛痘淡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蛮俏儿祛痘淡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蛮俏儿祛痘淡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年华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2 广州市森王实业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雪颜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雪颜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雪颜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6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7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68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净颜透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74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净颜靓肤唤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77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sDior花蜜丝悦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80 广州天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裸感修色唇膏 02#魅力裸感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82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莹润冰晶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68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玻尿酸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07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璞 盈润深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14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蝶臻肌水漾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19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运动能量醒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20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大米提亮保湿柔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39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V7 Toning Light小米细润补水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53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活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舒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瓷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7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AVIER 赋活肽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789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莉莎度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09
广州唯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iak石斛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ak石斛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ak石斛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活泉水动力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3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圣娇颜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雪薇雪莲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19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琳迷迩颜保湿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21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琳迷迩颜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22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琳迷迩颜深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23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掬水留香隐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29
广州倾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Z FANMEISHI积雪草焕颜净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积雪草焕颜净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Z FANMEISHI积雪草焕颜净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洁芙泉 男士酷爽肌底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男士酷爽肌底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 男士酷爽肌底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洛丽姿 素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52 广州莎洛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TNN玻尿酸舒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67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眉莲子植物能量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72 广州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瑞兰 FAIRYNATION 亮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7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LastarPrtum 动能定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79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SIGIOR熙格 玻尿酸深海胶原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84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9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9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89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珍柔茶籽油植物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0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茶籽油植物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0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茶籽油植物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0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牛德英手足洁护理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1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粉黛妃草本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黛妃草本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黛妃草本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斯佩澜 水凝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2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润泽睡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润泽睡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雪肌润泽睡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93SK1IN  93SK1IN 醒肤粉+93SK1IN 醒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0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美致赋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1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之艾野姜百魅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4 广州汉莱商贸有限公司
女王之艾野姜舒暖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5 广州汉莱商贸有限公司
金乐通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乐通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乐通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洋甘菊滋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滋养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098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艾诗艺深层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15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营养护发霜A2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1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营养护发霜A2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1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MEGANT焕颜净透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营养柔顺洗发乳A1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营养柔顺洗发乳A1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艺胶原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37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璟缘袪痘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视美康 水解珍珠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5
广州舒视力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中美·丝源烫染发质护发霜A4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烫染发质护发霜A4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斯佩澜 玫瑰水感透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7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红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红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红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仁发宝草本植物焕活健发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同仁发宝草本植物焕活健发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同仁发宝草本植物焕活健发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艾诗艺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1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冰爽飘逸洗发乳A13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冰爽飘逸洗发乳A13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斯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7
广州二麦化妆品商贸有限公
司

艾诗艺胶原蛋白多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68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yun米蕴滋养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74 广州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8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8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妙芭莎凝时多肽修护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93 广州益越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佩海生素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096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也西三合一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13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2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2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2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修堂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24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艾诗艺晶澈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27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头皮平衡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头皮平衡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头皮平衡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4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4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4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润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4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滋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4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滋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博瑞诗  御颜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2 广州亿丰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阳韵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欧尔 燕窝活肤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5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惠氏小狮子 婴儿肌橄榄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7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东方爸爸净化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本生吉活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活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活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薰衣草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强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精微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精微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玫瑰精微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LiKETOSAY喜欢说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0
广州市希诗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saar  collagen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collagen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collagen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LiKETOSAY喜欢说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3
广州市希诗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东方爸爸 背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8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花仙露红润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红润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仙露红润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自然立体造型眉笔 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3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圣萃燕麦净妆温润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4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自然立体造型眉笔 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5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自然立体造型眉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6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去油润爽洗发乳A6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去油润爽洗发乳A6 粤G妆网备字201902119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蛮俏儿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0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蛮俏儿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0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蛮俏儿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0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家庭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家庭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家庭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柔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立美乳木果调养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5 广州一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1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宣谷发质调理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2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中美·丝源油弱去屑洗发乳A5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2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油弱去屑洗发乳A5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2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ART酸性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酸性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酸性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卡依洛眼部修护冻干粉+眼部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3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NART品罐酸性修护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酸性修护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酸性修护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3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恆萃堂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琳迷迩颜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51
广州迷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行线富勒烯环球修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57 广州绽放广告策划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阳韵提升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6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源力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6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 十二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6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黛霓 平衡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8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黛霓 平衡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8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黛霓 平衡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8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焕颜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290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芈  氨基酸屑净轻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2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氨基酸盈润保湿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蒲活力净透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7
广东校企通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PURTIY纯萃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TIY纯萃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TIY纯萃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TIY纯萃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3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活力花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6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HEyunnuo何允诺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362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火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火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火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俏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俏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俏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焦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焦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焦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莓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莓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倾慕柔润丝绒口红 莓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2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枫橘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21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活力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22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奇雅纳米净痘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奇雅纳米净痘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奇雅纳米净痘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3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军锐生物莹肌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46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军锐生物莹肌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47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爱斯佩澜 安肌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67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语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71 广州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薇肌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格优品水光焕颜净透清洁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1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鱼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鱼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鱼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语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496 广州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草本艾之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草本艾之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乃馨花语草本艾之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odroa净透焕颜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10
广州西科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姝语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11 广州源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MESHOU  热立塑草本植物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5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VMESHOU 草本植物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5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VIVIANf 金钗石斛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6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金钗石斛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6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金钗石斛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6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1539小主滑肌妆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64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保鲜紧致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65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胶原蛋白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8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熙坊冰感清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水润调理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8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玻尿酸肌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8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净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8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諾颜美保湿提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92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ART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97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97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97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姿美路富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599
广州兰姿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諾颜美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滋润轻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滋润轻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滋润轻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品罐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諾颜美修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06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姬莱密罗木燕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1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諾颜美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22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諾颜美滋润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2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RQAO如俏酵母蛋白修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27 广州万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諾颜美深层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3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諾颜美蜗牛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4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水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5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yunnuo何允诺生物磁美肌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56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沁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61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EDO 绿豆泥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6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绿豆泥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6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绿豆泥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6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沁润智慧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83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諾颜美金箔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8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逆龄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8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歆颜康 锁水靓颜套 水感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92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姿美路富勒烯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96
广州兰姿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源源居 玉带草本紧致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697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颜康 锁水靓颜套 美肌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00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锁水靓颜套 紧致靓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01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娃娃润肤靓颜套 水娃娃润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02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锁水靓颜套 焕颜亮肤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03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歆颜康 水娃娃润肤靓颜套 逆龄多效蚕
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04 广州市歆颜康美容有限公司

纪芬雅多肽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10 广州市贡盈贸易有限公司
UBC+BABY甘菊舒缓婴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11 广州梦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好脸面平衡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19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茜π 能量肽逆龄美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21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ZZ修护润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0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水解胶原懒人霜发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2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SK YILINKAI依琳凯玫瑰靓颜水光凝胶+
依琳凯植物氨基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3
广州依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 YILINKAI依琳凯金箔细致水光凝胶+
依琳凯植物氨基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4
广州依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光年黄金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6
广州市逆光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IBOO酵素天竺葵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5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 胶原蛋白燕窝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63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词玛丽物语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65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FUTURE SKIN 缓释水杨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777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0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1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1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1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coconut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2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coconut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2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harcoal coconut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2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3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3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collagen&snai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3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唔纤唔秀纤韵定制套--纤韵定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78 广州燕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新肌礼盒四件套—西
海之谜润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91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新肌礼盒四件套—西
海之谜焕活弹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892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06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肌立嘉VIP会员专属补水套盒晚安洁面
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0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蓝铜肽倍舒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67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细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68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平衡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69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70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多肽眼部年轻套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71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多肽眼部年轻套多肽赋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1972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
AP·SCF富勒烯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0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
AP·SCF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保湿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黄金多肽眼部组合-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6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黄金多肽眼部组合-黄金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6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多肽熬夜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6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热亿函娜资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热亿函娜资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热亿函娜资玻尿酸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7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菲尔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82 广州樱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秋男孩滋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85
广州名城女孩化妆品有限公
司

SAVELOVE存爱白藜芦醇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1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水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2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SMILE茯苓酵母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茯苓酵母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茯苓酵母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正颜顺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097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芙萃双用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02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复活草鲜活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1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秋男孩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13
广州名城女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马如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如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如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1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柔顺莹亮香水精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20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水润顺滑香水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21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2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么么孕青春修护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32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3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40
广州名城女孩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GINAG焕印雪耳减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64
广州赛琳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水肌 玫瑰水晶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玫瑰水晶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玫瑰水晶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立美控油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79 广州一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魅姿秀积雪草睡眠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80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81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82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TI-AGING？PARAFFINOTHERAPY？
mask-glove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AGING？PARAFFINOTHERAPY？
mask-glove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AGING？PARAFFINOTHERAPY？
mask-glove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妮雅诗植萃美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7 广州傲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S-REPAIR？PARAFFINOTHERAPY？
mask-sock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S-REPAIR？PARAFFINOTHERAPY？
mask-sock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S-REPAIR？PARAFFINOTHERAPY？
mask-socks

粤G妆网备字2019022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意丝多肽萃取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0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迦亿健肤深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09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酵素能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11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迦亿健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12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Feng niang 小苍兰水润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小苍兰水润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小苍兰水润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1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面舒爽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0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Feng niang 紫草根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紫草根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g niang 紫草根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sDior花蜜丝悦润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4 广州天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之谜 流光意境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5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妮· 朵拉海绵结晶膜粉（加强型）+
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37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薏百玢草本养颜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保湿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草堂珍珠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8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可丽 舒缓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4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植萃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3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康芝婷牛樟小分子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4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芝婷牛樟小分子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4 广州凯淇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儷妍花溸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5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沁润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67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雷顿迪丝保湿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6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首美牡丹亮颜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1
汇云聚美（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薏百玢草本养颜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梦清心之吻·玻尿酸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7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薇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舒缓修护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舒缓修护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婉 舒缓修护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植控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8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梦清心之吻·密罗木水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2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薇肌氨基酸免洗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氨基酸免洗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薇肌氨基酸免洗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MEANS俪茗丝茶爽控油净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294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蔓芝菲嫣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11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芬雅多肽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15 广州市贡盈贸易有限公司
韩祯挚爱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16 广州市韩祯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out Repair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控油清爽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控油清爽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控油清爽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去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去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去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滋养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滋养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滋养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锦澜美舒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澜美舒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澜美舒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澜美舒风韵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澜美舒风韵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澜美舒风韵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颜季深海时光肌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39 广州禧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諾颜美婴儿蚕丝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4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沁润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47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氨基酸清爽顺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0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or Queen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复活草抚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复活草抚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复活草抚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5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草堂水漾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70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汀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75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aofeilina葆菲莉娜木瓜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aofeilina葆菲莉娜木瓜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aofeilina葆菲莉娜木瓜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金泽秀玛丽物语森林之谜香氛滋润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384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03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素倩微漾滢嫩菁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05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爱肤宜 丝滑柔嫩手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06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莜琪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07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肌源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09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仟颜银杏美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15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芬芳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芬芳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芬芳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晶亮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3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晶亮蜜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山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云山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秀驻氧温泉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4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氨基酸樱花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6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高山火绒草沁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49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益堂 舒缓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67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益堂 温护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468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益堂 密语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500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益堂 调理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513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清爽平衡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5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清爽平衡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5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YZK SKIN PROTECTION 蚕丝清爽平衡三
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594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神奇花园姜黄活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01 广东六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鬼小丫轻轻盈体验装-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鬼小丫轻轻盈体验装-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鬼小丫轻轻盈体验装-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MORE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小腹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EOEOEO 赋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57
广东医品十方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70
广州名城女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萬堂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9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SMILE茯苓酵母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茯苓酵母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茯苓酵母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6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斯科琳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02
广州花想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灵顿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13 广州市妙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金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金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金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净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润颜黄金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EAMEU芊慕珍珠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QEAMEU芊慕珍珠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QEAMEU芊慕珍珠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瀛源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28
广州市极肽美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USpace恩希雅活力紧致眼部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EAKA水滢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5 广州星铂商贸有限公司

美沐遥紧致身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沐遥紧致身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沐遥紧致身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知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花草宝贝 丝瓜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2
广州琅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RT恩芭迪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竹炭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EDO甜蜜隔离霜 NO.2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5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欧妮雅诗寡肽多效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66 广州傲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芦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7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74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FUNI皙芙妮六胜肽抗皱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78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嘉丽海百合莹彩雪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79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时光鲜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倩玉璀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7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玖葆颜净肤雪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8 广州玖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肌泉鲜活维E倍润养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89
广州馨唯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绮梦 特硬造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797 广州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林虎yuanlinhu 透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00 广州爱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

绪美 控油柔韧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06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懂彩倍润弹力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08 广州懂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1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1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1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竹炭净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2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芦荟营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3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3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函美世家提色逆时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44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函美世家美肌逆时皱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4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活力还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3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4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5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韵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6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7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8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89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净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90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91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UBC+BABY婴儿舒润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895 广州梦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柔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3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柔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3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柔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3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柔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3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5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5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肩颈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58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5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胸部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6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紧致肌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6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幸福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6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变植物匀亮修护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66
广州美益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NC极光玫瑰之吻丰润口红 609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7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青春女神套盒青春女神原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7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青春女神套盒青春女神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7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8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8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嘉丽绿鱼子源萃赋颜面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96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颜草黄金密润寡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299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ZHEN韩祯臻爱冻龄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10 广州市韩祯化妆品有限公司
鳳韵精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18 广州凤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2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水盈清透眼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2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2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水盈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2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水盈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4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4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月光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4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IYUAN籽米园彩虹璀璨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5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珈佰利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62 广州市奥美家科技有限公司
珈佰利焕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63 广州市奥美家科技有限公司
武媚圣工坊毛囊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媚圣工坊毛囊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媚圣工坊毛囊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多维舒畅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5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素汀养护舒活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淑雪肩部养护组合-肩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7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雪腰背护理组合-腰背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8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雪腹部植物养护套-腹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89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0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素汀美韵舒养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1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原著光甘草定亮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玻尿酸修护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玻尿酸修护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玻尿酸修护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虾青素臻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09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舒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0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萁美郦丝水润亮泽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3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之梦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掌柜提拉抗皱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06 广州永腾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纯美沁怡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之梦芦荟汁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芦荟汁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芦荟汁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娇舒展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舒展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舒展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nnubial  flavoured with love 女
士香水 (金）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30
科丽碧欧（广州）健康护理
有限公司

秀之梦海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海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海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果优丽肩颈肌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46 广州爱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青囊百草阁植物香膏-奶糖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4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清扬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5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兴荣植萃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51
广州市益兴荣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伊可爱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6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净透呼
吸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6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净透呼
吸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6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净透呼
吸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6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净透呼
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7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玑语芦荟舒缓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76 广州艺嘉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茵妆素颜美肤三部曲-保湿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7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EMEIS亚美生痘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0
广州市亚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八珍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5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禾沙棘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8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滋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9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滋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9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滋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9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素颜美肤三部曲-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1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禾草本紧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0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素颜美肤三部曲-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0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素颜靓肤修护水光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15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颜春御颜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颜春御颜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颜春御颜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西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20 广州龙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雨竹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3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CCI 男士炭爽净颜闪耀黑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35 广州超驰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氨基酸姣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5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雪松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51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听梵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5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僧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5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劫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菩提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1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古刹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寒梅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浮世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4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鹅梨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禅意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夕香膏-雪妃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夕香膏-俏桃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6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夕香膏-九幽雅寺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夕香膏-陌上花锦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1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花田香膏-花庭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花田香膏-旧事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千羽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怜寒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锦瑟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7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嘉丽皇后玫瑰臻萃原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81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之旅玻尿酸巨补水亮润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84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院装 红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8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中养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yunnuo何允诺精华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294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七叶树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0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丽源      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09
广州市采丽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红石榴活妍焕采护肤套装-红石榴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红石榴活妍焕采护肤套装-红石榴
清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1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红石榴活妍焕采护肤套装-红石榴
活研焕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思语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19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onnubial  flavoured with love 男
士香水(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5
科丽碧欧（广州）健康护理
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妆修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2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妆修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花精萃美肌花瓣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61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草堂臻颜修护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62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姬多肽保湿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63
广州市花楹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叶兰亮颜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65 广州美韩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蔓蒽臻宠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66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女用套装-祛痘净肤洁
面乳（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76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女用套装-祛痘保湿洁
面乳（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77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男用套装-祛痘净肤洁
面乳（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78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男用套装-祛痘保湿洁
面乳（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79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女用套装-祛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0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女用套装-祛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1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时科兰祛痘净肤男用套装-祛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2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露梵姬净颜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3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轻感舒盈水润粉底液（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4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轻感舒盈水润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5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肌底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6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蜂肽草本调理宝盒蜂肽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88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92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LR 炫彩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95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
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3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肌肤灌注系列水磨精
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0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美集 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0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凝颜娇嫩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城汇御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15
广州古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萁美郦丝焕肤调节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24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水感清透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38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水感净颜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39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水感净颜
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0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玻尿酸水
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1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水感净颜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2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水感净颜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3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馥诗净彩修护奢宠七件套-焕彩保湿
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4
广州市皙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夏良子 灵芝多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48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丹参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5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 生姜原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57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藏红方 酵素透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6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玑语B5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64 广州艺嘉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露芬妮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67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红方 胶原定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6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VH沁润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69
广州市福禄寿禧堂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禾苑草坊 多肽水嫩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7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玑语乳木果奢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75 广州艺嘉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姿之戈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47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UHOVILA芬华微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19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HOVILA芬华微蓝水漾亮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20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植 晶准焕亮维他命C套--晶准焕亮维
他命C粉+晶准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7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准焕亮维他命C套--晶准焕亮维
他命C粉+晶准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莱佳奴 寡肽多效修护套盒 - 寡肽多效
修护冻干粉+ 寡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77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富勒烯肌秘套装富勒烯肌秘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79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肌肤灌注系列修护精
华液7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9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奈儿至美塑形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59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芬妮山茶籽油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02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芬妮山茶籽油香薰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06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深层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07
广州名城女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思语芳香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12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姬沐元美肌呵护多效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14 广州娇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茉莉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19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洋甘菊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2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翘&蜜深邃灵眸防水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2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银杏多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29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玫瑰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3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洋甘菊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32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檀香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3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舒养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0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水润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1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修护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百里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3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胶原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4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活能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5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净透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6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活力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7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滋养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48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冠名成国色天香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50
广州美冠名成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57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0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1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修赋能量
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2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3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4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67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皮膜修赋套-皮膜修赋
水氧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70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时尚达人套-玫瑰舒缓
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71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之旅冰川水活性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688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丝滑还原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丝滑还原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丝滑还原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水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7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活力泡泡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09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然妮肌活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22 广州天晨商贸有限公司
久美惠沁漾焕采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BPN沉香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26 广州宝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蓝莓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53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童婴童滋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55
广州市薇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56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kiss 魅吻精致炫色唇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Glamkiss 魅吻精致炫色唇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Glamkiss 魅吻精致炫色唇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今妆修臻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臻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臻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9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9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9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79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伊秀谷胱甘肽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03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束漾多肽水润蚕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08 广州佐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之戈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1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THE FRESH SHOP我的美丽承诺●花果の
恋润肤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12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恩幻彩流金烤粉胭脂BN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13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IFZA富勒烯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谷胱甘肽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1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尚丝润养植物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22
黑尚丝（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FZA寡肽修护水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2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恩幻彩流金烤粉胭脂BN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26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缓保湿眼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2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朵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43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养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透明质酸补水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美一芯一意臻彩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53 广州市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之戈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6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香是匯沉香舒润修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61
广州市香事汇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植物公主清爽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89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冰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胶原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石墨烯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古茜复活草水嫩沁凉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绿叶壹滴浓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FUHOVILA芬华微蓝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8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HOVILA芬华微蓝玻尿酸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09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HOVILA芬华微蓝奢宠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10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钰润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百草堂草本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2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防护套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套盒 黑色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4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套盒 棕色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35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草秘肌钰润草本美容养颜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植 晶钻光感皙皙套--瓷娃娃雪肌面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瓷娃娃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晶钻光感皙皙套--光感焕亮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未来美水娃娃保湿补水套盒-玻尿酸补
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3947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玻尿酸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8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玻尿酸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8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玻尿酸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8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0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3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3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妃蓓美青春逆龄靓肤套-妃蓓美青春逆
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13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紫御润颜修护组合-紫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31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御润颜修护组合-紫御润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32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御润颜修护组合-紫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33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御润颜修护组合-紫御润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34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美洋甘菊保湿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保湿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保湿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肌颜轻透防护隔离乳（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80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缔·维梦水嫰肌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84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乐肌颜轻透防护隔离乳（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93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蕊水光嫩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094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美惠沁漾焕采新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0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新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0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新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0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久美惠沁漾焕采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瑜娇 怡然净化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怡然净化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怡然净化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瑜娇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瑜娇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瑜娇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臻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韵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韵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韵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芳韵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芳韵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芳韵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滋养修护臀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滋养修护臀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滋养修护臀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四季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四季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四季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袁老头轻畅舒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3 广州佰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袁老头轻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4 广州佰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袁老头轻畅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25 广州佰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活力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3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海润修护洗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49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美肤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52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海葉神藻海藻净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67 广州道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嘉顿·肯妮海绵结晶膜粉（加强型）+
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72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缔·维梦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73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繁花精萃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74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84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香媛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87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肌源盈润靓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90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焕颜水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93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凯缔·维梦蜗牛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195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瑞妮·朵拉海绵结晶膜粉（中型）+调
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02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缔·维梦透亮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03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玛茜  谷胱甘肽时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0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KOOGIS可其氏马油手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08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缔·维梦光感无暇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11
凯蒂维梦生物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Nature Room蜗牛精华粘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17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丝润优肌修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2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佳贝雅鸸鹋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1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珍珠保湿亮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珍珠保湿亮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珍珠保湿亮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肌柚子蜂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6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美葡萄籽抗氧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葡萄籽抗氧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葡萄籽抗氧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修护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修护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修护保湿安瓶婚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透明质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润红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4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a罗拉盈美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50 广州市罗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草本紧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5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美肌童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5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抚肌桧木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54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ZA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多效冻干粉+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多效冻干粉+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多效冻干粉+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FUTURE SKIN白藜芦醇极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64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蓝铜胜肽修护粉+蓝铜胜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8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8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ANGU 宣谷姜汁头皮平衡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9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旧迷楼广寒宫嫦娥香水（铃兰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9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雪肌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9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广寒宫桂花香水（金桂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29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玫清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01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蒂娜艾玳瓷肌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0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绿意古风私房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0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如烟古风私房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幽昙古风私房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 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南国古风私房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戴妃白莲娜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容颜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乳木果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20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词深海藻倍润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2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奢宠活氧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奢宠活氧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奢宠活氧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Nature Room蜗牛精华粘液修复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萫堂百花美颜日晚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佳祖玛龙 经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3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广寒宫月兔香水（奶糖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41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瓷肌多效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4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雪莲花盈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45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玫瑰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46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动肌源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47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GREEN TEA Cleans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GREEN TEA Cleans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GREEN TEA Cleans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动肌源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5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SIX PEPTIDE Youth 
Freez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SIX PEPTIDE Youth 
Freez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SIX PEPTIDE Youth 
Freez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佳祖玛龙 经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58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净瑕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65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IFZA水光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6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富勒烯雪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康植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2
广州缘生泰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蜂肽草本调理宝盒蜂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蜂肽草本调理宝盒蜂肽舒爽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7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驻颜紧致
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驻颜紧致
青春素+驻颜紧致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2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舒润多肽
防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透润卸妆
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4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舒缓透润
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5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 水感璀璨明星套组 青春驻颜
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396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妆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09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草本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草本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草本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满月康胸部养护套_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温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温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温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来我家美草本逆龄抗衰套-来我家美草
本逆龄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1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瑞虎 首乌多效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46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臻皙亮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56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Clear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Clear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皙皇 Clear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花精萃身体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62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芙颜多糖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7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翰涛女人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75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紧致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紧致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紧致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士绮无瑕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6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芮施琳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KQZ燕窝植物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48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婴肌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00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后胶原蛋白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0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  寡肽舒缓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0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LANDAI魅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18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头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旧迷楼  蓬莱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2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幻彩爽柔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33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SMOLR圣玛莉诺多肽幼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3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MOLR圣玛莉诺多肽幼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3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后玻尿酸冰肌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3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希·雅兰思妮 肌肽奢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76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静芙雪肌隔离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芙雪肌隔离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芙雪肌隔离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三花醒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82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菁纯亮肤活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8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大红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88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黑色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96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搭档沉香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97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贝斯草本净瑕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59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番茄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02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搭档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03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正红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06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ISS水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0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Λbill玫瑰密集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10
广州市拓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军锐生物 莹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11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豆沙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12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希倪 酵素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1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365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16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POP NEON 双效修容高光棒（修容
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22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23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希倪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2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萱丽姿至尊盈润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28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小姐原色印象亮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1
广州赫赫有名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NKPOP NEON 双效修容高光棒（高光
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2 广州彼洋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草宜容清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蕊奢宠至尊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5 广州肯傲贸易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活肤通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活肤通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活肤通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肌底净化清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肌底净化清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肌底净化清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洛黛 植萃精油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肤洛黛 植萃精油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3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1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美熙 凝采焕润魅力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2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凝采焕亮魅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3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安肤修护原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4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晶透润舒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5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沁润养肌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6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沁润养肌水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7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安肤舒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8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凝采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49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盼丽风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0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凝采痘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1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臻颜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2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臻颜精粹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3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莹润嫩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4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姬美熙 晶透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5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搭档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8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世界和我摩卡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59 广州通创贸易有限公司
OUSHU欧束鱼籽酱臻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61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士绮水润活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62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塑蓶美清透隔离VC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73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77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搭档沉香柔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84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加颜焕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8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卡·千卡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90
广州万邦优加壹科技有限公
司

千卡·千卡千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91
广州万邦优加壹科技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9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净加颜舒缓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9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姿美雅 青瓜 水嫩亮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696
广州市欧姿美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欧姿美雅 玻尿酸 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01
广州市欧姿美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1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豪轩尼 玫瑰精油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1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寡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24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芮施琳植物胶原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3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施琳氨基酸焕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3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施琳清透莹润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3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35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 玫瑰精油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4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小西 肌肽奢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41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柳荟芦荟水动美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美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美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公主清透靓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55
广州市欧意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5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66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芭菲氨基酸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7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之深柔滑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7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丽姿肌源盈润靓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78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淇淇妙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79
广州妙尔国际卫生用品有限
公司

小木C玫瑰花瓣精华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9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伊璐雅 小分子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798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笑堂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08 广州美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笑堂鸸鹋精华身体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09 广州美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笑堂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10 广州美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玻尿酸多效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13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贝熙澳洲坚果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14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贝熙澳洲坚果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17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茶树精华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19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2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敷美人微肽焕颜雪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24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六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妍瑾铂金水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铂金水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铂金水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美仕幼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39
广州市华天美业日用化妆品
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玲珑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六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菁纯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4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LOVE DE JO.M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娇百媚 多肽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3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RtopR PROPOLIS Repair Acne 
Br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PROPOLIS Repair Acne 
Br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PROPOLIS Repair Acne 
Br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LYCYRRHIZA Pore Rep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LYCYRRHIZA Pore Rep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LYCYRRHIZA Pore Rep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LIAO天然野菜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67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Uai深诱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68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1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BELLA DEERE丝滑柔锻3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8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妍瑾逆龄紧致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逆龄紧致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逆龄紧致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弹力光感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8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弹力光感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8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弹力光感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8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三花舒缓生物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81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芯千彩温变健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87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OONCADAWN蒙佳丹光彩佳人气垫CC霜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98 广州市互品汇贸易有限公司

MOONCADAWN蒙佳丹光彩佳人气垫CC霜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24899 广州市互品汇贸易有限公司

世纪同仁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06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葵儿派对精灵高光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11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遮瑕大师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1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髓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兰德头部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头部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头部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凤凰佳丽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凤凰佳丽精美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士绮无瑕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34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水色诱滋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3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水丝滑炫彩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37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A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48
广州亚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纤长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5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miyun米蕴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55 广州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翎听逆龄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58
广州自信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塑滋宠活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63 广州法塑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高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6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零感鎏光粉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78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 K06-
经典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8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 K03-
卡奇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9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ER BIRD 千色鸟 晶采明眸慕斯眼
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95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GU 樱花氨基酸强效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499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 K04-
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0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 K05-
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0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娇百媚 多肽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15
广州市爱碧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NGSHU逆时空明眸舒缓组盒-逆时空眼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24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透明水嫩晚安试管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透明水嫩晚安试管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透明水嫩晚安试管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舞者阿拉伯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舞者阿拉伯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舞者阿拉伯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玫清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4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希玫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5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邦媛堂悦颜美肌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7
广州市邦媛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半透明极润妆前试管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半透明极润妆前试管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晴而思蓝半透明极润妆前试管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YILAN 舒韵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40 广州市娇伊兰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酵素清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46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康魅 舒洁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63
广东鑫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KOU纪蔻黑松露蕴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064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 逆时密龄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19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逆时密龄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19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逆时密龄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逆时密龄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密肌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密肌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密肌修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臻皙靓颜奢宠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臻皙靓颜奢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7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臻皙靓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保湿套-润颜滋养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0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清痘滋养平衡套-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清痘滋养平衡套-清痘平衡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保湿套-润颜滋养保湿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艺术绘画纤俏浓密形睫毛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一枝春  火山泥控油劲爽男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火山泥控油劲爽男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火山泥控油劲爽男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蛋白水漾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蛋白水漾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蚕丝蛋白水漾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022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1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018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2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019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2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红唇焰舞口红021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2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RIFIS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RIFIS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RIFIS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RO CHING 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34 广州希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可欧拉焕颜套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瓷肌焕彩套组-
AP·SCF瓷肌植因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7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希玫多肽活颜修护组合-多肽修护精华
液/多肽修护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84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希玫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85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知吻 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290 广州睿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爱焕然时光肽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06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献慕多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0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瑜容间充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0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间充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0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间充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0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蓄能夜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1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翰涛女人香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18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献慕毛孔收细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1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CJ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23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漉鼎记春砂茶籽草本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25
广州漉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密集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3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绿秘水活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随意造型丰盈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4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娇苏儿玻尿酸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0 广州雅达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安纯欧夏至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1 广州安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深层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5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TNN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6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美姬美熙 盼丽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7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薇集薰衣草爽肤靓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8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十芬水晶色彩护理霜（火山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69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RRESAL多效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ESAL多效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ESAL多效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RRESAL烟酰胺雪颜锁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ESAL烟酰胺雪颜锁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ESAL烟酰胺雪颜锁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富勒烯眼部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84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澜源焦发染烫宝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91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凝润保湿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9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姬美熙 凝采焕润魅力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5397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PRO薇宝匠心浓密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0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彩虹星空密翘漫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0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酵素清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05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FEEGIE葡聚糖亮肤嫩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18 广州飞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酵素清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27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29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尘心白睡莲安萃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36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3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3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妍诗生姜鲜榨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3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4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7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4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龄博士  多肽逆龄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55 广州盛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庭 植物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5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 植物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5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 植物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5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60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玻尿酸水润弹滑保湿
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7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维生素舒缓滋养亮肤
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7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JESIMY 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SIMY 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SIMY 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纤轻盈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1 广州邦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纤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2 广州邦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氨基酸修护沁润紧致
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生物糖胶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49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献慕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0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多肽植物鲜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0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多效植物鲜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1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 优肽多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1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集千姿丝柔燕窝晶莹雪润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1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媛堂悦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21
广州市邦媛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得喜清透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2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青呦润泽保湿青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26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美颜遮瑕膏0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3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青田秀 甲油胶（020）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36 广州市点钻贸易有限公司
潮蔻备长炭水光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49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净透靓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净透靓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净透靓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氨基酸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66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媛堂悦颜美肌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70
广州市邦媛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佳舒缓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7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78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Doing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81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Kogef高杰夫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84 广州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帝美玉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86
谛澳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白特孚水凝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88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gef高杰夫植物酵素安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89 广州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富勒烯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59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献慕因子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0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诗沐言小熊宝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1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控油清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2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酵素能量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3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BICVSSOEDUCATION提拉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得喜玻尿酸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丽蓉嫣玫莱茯苓妤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玫莱茯苓妤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玫莱茯苓妤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利道玉润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26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道玉香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27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道玉润清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2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道玉香清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29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道润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0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蒂丝纤柔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2
广州市万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鸣美 体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美 体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美 体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国城 紧致窈窕精华液+紧致窈窕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35
倾国倾城生物科技（广州）
股份有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牛奶营养润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41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 SHOU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42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净澈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43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水漾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4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焕妍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64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保湿套-润颜滋养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589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保湿套-润颜滋养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89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OUR活力深层修护套-活力深层修护冻
干粉+活力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16 广州法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紧致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紧致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紧致养护套组-紧致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臀美养护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臀美养护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臀美养护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肩背肌肤舒
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肩背肌肤舒
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肩背肌肤舒
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幸福之源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幸福之源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幸福之源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活力舒活套装-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时代元素活力舒活套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力紧年华靓颜护肤套 靓颜美润嫩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7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肌肤辞典青春焕颜套-立体修护冻干粉+
立体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8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肌肤辞典青春焕颜套-抗皱嫩肤冻干粉+
抗皱嫩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39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肩背肌肤舒缓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肩背肌肤舒缓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肩背肌肤舒缓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唔纤唔秀纤韵定制套--纤韵定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5 广州燕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青春臻颜套-弹力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7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弹力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7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青春臻颜套-弹力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7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翰涛女人香滋养活发素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92 广州翰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秘诗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97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秘诗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5997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烟酰胺能量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00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舒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0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丽蒂娜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22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奈妍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41 广州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秀乳酸菌润透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4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 深层修复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6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帝美玉肌焕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68
谛澳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林志伶肌密水嫩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肌密水嫩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肌密水嫩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女性香水(青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中性香水(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7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中性香水(空气)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8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8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柔润唇膏14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8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柔润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8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柔润唇膏17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9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TNN寡肽祛痘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6093 广州维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多维立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3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智能多肽修护冻干粉+量子
智能多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5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5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5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AOYC旺夫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6
广州悦逅时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6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6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6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199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毓草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毓草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毓草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蔻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蔻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轮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1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光感镜面唇釉 z604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焕堂 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焕堂 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焕堂 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茉多肽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24 广州净如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净肌修护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3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净肌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3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VAN弹力蛋白舒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36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肤得喜寡肽毛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3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薇玫瑰水盈凝胶软膜+玫瑰水盈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0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润透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薇水光黄金凝胶软膜+水晶黄金焕颜
凝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4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薇清润海藻凝胶软膜+清润海藻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7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蔻女神心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8 广州微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明眸闪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4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丽塔弹力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5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兰香槟丝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DERFUL眼部修护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8 广州若双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anHansi芭妍菡丝多肽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anHansi芭妍菡丝多肽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anHansi芭妍菡丝多肽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6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修护顺滑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4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之星彩光玻尿酸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之星彩光玻尿酸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之星彩光玻尿酸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柔光幻彩六色眼影粉（暮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柔光幻彩六色眼影粉（晨光橘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7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oroid 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1 广州韩美嘉易商贸有限公司
BEDERFUL眼部修护滋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4 广州若双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HIN敢耀哑光植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5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水肌妍奢华精萃原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6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军锐生物 植萃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7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蔷薇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蔷薇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蔷薇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羊胚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9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山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山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山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2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Q烟酰胺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烟酰胺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烟酰胺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护宝宝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2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尔 燕窝活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6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韩素生活茉莉花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7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ayanHansi多肽蛋白粉+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anHansi多肽蛋白粉+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anHansi多肽蛋白粉+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0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蒂儿宝宝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17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2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草本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32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艾漫雨丽韵清润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漫雨草本丽韵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靓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靓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靓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猫眼气垫水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6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甲色JIASE彩胶黑可卸无味彩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70 广州美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NINGSHENGTANG凝生堂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发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76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异草豪阁灵芝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78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林志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舞者间奏曲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舞者间奏曲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舞者间奏曲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美柔人参精华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95 广州优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净澈冰泉舒缓水嫩倍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398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 鱼子酱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08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婗坊玻尿酸护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17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玻尿酸护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1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水光多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20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2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2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2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颜逆齡多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眉葡萄籽植物能量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1 广州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志伶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姿兰素颜之美菁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5 广州妮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迪蕾控油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46 广州雷智贸易有限公司
泛美堂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5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御养致润水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76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海茴香修护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nordic-EYELASH ＆BROW 
ENHANC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nordic-EYELASH ＆BROW 
ENHANC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nordic-EYELASH ＆BROW 
ENHANC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郁 茶皂树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87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E植物臻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SE植物臻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SE植物臻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语蔻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497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TILOS蒂洛斯 海茴香修护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 by Silver-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青春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6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0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波尔多迷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波尔多迷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姿邦女郎雾红唇膏-波尔多迷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丽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丽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丽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亮泽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亮泽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首乌亮泽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2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蝌蚪水上王国 野生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48
广州小蝌蚪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牛奶滋养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57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 SHOU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656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体验套-润颜净肤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0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古男士矿物控油保湿三件套矿物肌活
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古男士矿物控油保湿三件套矿物肌活
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古男士矿物控油保湿三件套矿物肌活
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平衡眼部修护套组-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21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蜜润海洋系列-凝脂水润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34 广州尚久贸易有限公司
奥蜜润深海藻睡眠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35 广州尚久贸易有限公司
迪蕾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36 广州雷智贸易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3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鲜注膜力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妍美  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2 广州诺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人参滋养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 SOFTPW灵芝烫染后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3卡奇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御养致润水感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mao丝绒持久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5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格 时尚风补水塑卷丝滑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62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童颜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63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兰德活力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活力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兰德活力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 多肽焕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7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童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676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 茯苓亮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09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COLATIN MOISTURE REPAIR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1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COLATIN GENTLE CLEANS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1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仙人掌透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仙人掌透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仙人掌透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YEAIR名妍水钻温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38
广州市丽缘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颜琼 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芷百草百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45
广州市亚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CHUANGPINTANG 古梵迪香芬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59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安莉慕斯丝柔唇釉(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马鞭草迷迭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马鞭草迷迭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马鞭草迷迭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8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ANGPINTANG古梵迪香芬补水修护发
膜（免蒸）

粤G妆网备字2019026795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薏百玢草本养颜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0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  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0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6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0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莜琪肌源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12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迷雾梦色丝绒唇釉（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1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卡妆 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15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肌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23
广州馨唯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卡妆 多效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25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PHON小黑裙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缇丝 头皮净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38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氨基酸臻萃莹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46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UNANA PLUS 毛孔细致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Uai深诱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58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菲嫣肌源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62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莹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6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莹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6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莹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6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碧莜琪肌源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69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77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得康 丝炫活丝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78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JIHUO°丨基活 壳聚糖舒缓修护亮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7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红颜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绘红颜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净加颜青春能量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688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莲雅俏颜微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69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净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珍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4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养益通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5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域余好美-均衡纯净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均衡纯净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均衡纯净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 草本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 草本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域余好美 草本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天轮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1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5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1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 自然生动双头眉
笔  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光感修颜气垫CC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黄金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黄金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黄金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光感修颜气垫CC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2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盈润美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盈润美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盈润美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亮颜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亮颜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亮颜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4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碧莜琪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53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 玻尿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55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 芙蓉粉嫩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56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君子兰子焕采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玻尿酸水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玻尿酸水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玻尿酸水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译尚品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译尚品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译尚品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199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琪小妞赋能排浊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0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赋能排浊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0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赋能排浊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0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薇睿诺 水凝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1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1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1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聂美人童颜赋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21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聂美人雪润多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22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ZILAN莜姿兰 花肽凝露滋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23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光感魅色盈润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25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玺纯皙肤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2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PHON小黑裙清爽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清爽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清爽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洋甘菊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洋甘菊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洋甘菊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3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4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辅酶Q10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49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林肯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52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SCKIQUEN倾心盈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5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培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美姬 御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 御养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艾叶）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6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7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8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89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薄荷）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0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依兰）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1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2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3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4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檀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沉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6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甜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7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平衡油（茉莉） 粤G妆网备字2019027298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0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肯净澈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08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林肯祛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10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今妆修雪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妆 葡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19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26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ICVSSOEDUCATION高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32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唇纷光感魅色盈润口红（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37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施莉宝清透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38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水油均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44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4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卡妆 多效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49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妆 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50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知星六肽淳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知星六肽淳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知星六肽淳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清廉轻奢幼肌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9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一品清廉焕颜嫩肌精华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02739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22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22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22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粉红丝带套装—胶原蛋
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34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粉红丝带套装—粉红原
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35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丝绒滋润口红套盒-（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丝绒滋润口红套盒-（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丝绒滋润口红套盒-（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46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丝柔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5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芙语美颜润肤套I型-美颜润肤冻干粉
+美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62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芙语润颜冻干粉套-润颜冻干粉+润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63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日用）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日用）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日用）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玺纯 鱼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79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J多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0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嫩滑美肌奢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嫩滑美肌奢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嫩滑美肌奢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0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纯滋润手部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19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2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滋润手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2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漾舒缓型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27 广州医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修护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 水凝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番红花嫩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番红花嫩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番红花嫩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碧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35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补水美颈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4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保湿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4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莜琪多效调理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47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聂美人焕活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50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蜜润海洋微晶深层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51 广州尚久贸易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氨基酸柔顺修护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0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纯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2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凝润美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净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紧致美颈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 苹果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6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  紧致弹力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70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菲嫣多效调理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73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  多效眼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7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量子活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76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AMEANS 俪茗丝茶舒温和净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90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姜生健生奢宠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89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枘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04 广州保莹贸易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 凯丝绮热恋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0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ak小椰皙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16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手部嫩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2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雪薇雪莲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33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芷萃臻颜遮瑕保湿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43 广州市理想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蕴黑金致柔魔魔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4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黑金致柔魔魔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4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黑金致柔魔魔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4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泛美堂滋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5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滋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5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滋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5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肤薇加水润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5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 清洁膏 AHA F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清洁膏 AHA F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清洁膏 AHA F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 霜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 霜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 霜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精华 A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精华 A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精华 A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爽肤水 AHA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爽肤水 AHA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A 爽肤水 AHA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PPY ANGEL SMOOT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6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PPY ANGEL NOURISH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PPY ANGEL HYDRATING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PPY ANGEL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5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SECHER BAMBOO CHARCOAL COLLAGE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 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7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薇粉嫩樱花凝胶软膜+粉嫩樱花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81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彩温和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7987 广州鑫鸿科技有限公司

MIDI.薏苡仁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0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艾益堂 调衡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04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今妆修 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澜谜肌底水漾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瓷澜谜肌底水漾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瓷澜谜肌底水漾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植薇黑炭焕颜凝胶软膜+黑炭焕颜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26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木时光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青木时光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青木时光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名媛春天 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3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38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水嫩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水嫩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水嫩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施琳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芮施琳润肌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媛黑炭焕颜凝胶软膜+黑炭焕颜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48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仙人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5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卡蜜琳蜗牛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5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妍玫瑰蜜语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62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 植物肽智妍晶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66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ANSTRY雅蓝姿彩玻尿酸润养修护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77 广州龙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琳娜姿 儿茶素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81
博欣润（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09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翳博士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翳博士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翳博士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3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卡蜜琳蜗牛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翳斯贝尔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6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翳斯贝尔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6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翳斯贝尔多肽晶透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16
广州市美舜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6789银杏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3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矿物精华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3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菲尔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38
千尘创意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悦巧堂姜生健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4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shion Week 晶钻立炫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46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4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48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补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49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峰丽棠 多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5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53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1
千尘创意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柔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3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净颜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lue aroma 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8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十芬水晶色彩护理霜（茶青）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69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丽十芬水晶色彩护理霜（黑蓝）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72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倾臣男士滋养修护劲润唇膏 修护型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73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倾臣男士滋养修护劲润唇膏 滋养型02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74 广州东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79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1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补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3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莹亮活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4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玫瑰净颜莹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8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卡蜜琳金箔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蜜琳蜗牛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City都市甜心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Sweet City都市甜心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Sweet City都市甜心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1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镜面玻璃唇釉 105#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0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海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0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洋甘菊温和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0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美丽十芬水晶色彩护理霜（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13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懒人美腿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懒人美腿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懒人美腿丝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缇植萃氨基酸头皮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1 广州市发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之戈多肽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嫩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嫩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嫩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4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婴奇婴儿马油滋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3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碧莜琪多效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7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赋活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赋活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羊胎素赋活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羊胎素赋活睛采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羊胎素赋活睛采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羊胎素赋活睛采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之美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70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肌琳莎水嫩奢护睛采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嫩奢护睛采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嫩奢护睛采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8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8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氨基酸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8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芝菲嫣多效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82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娜缇 秘密花园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4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娜缇 温舒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295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菲雪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雪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雪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 9暖暖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37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惠氏小狮子 抚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55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亮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76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亮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76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亮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76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iji思姬亮采修颜套装亮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76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美 肩颈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380 广东养美医药投资有限公司
乌密亮植萃强韧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38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乌密亮祛屑净透舒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39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栖之美多肽修护冻干粉-赋活修护冻干
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49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森缇澳氨基酸莹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50
广州妙彩美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赏妆金盏花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61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伊婗坊草本养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65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么么孕橄榄滋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67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fUU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UU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UU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桨木草本植萃精华修护套-草本修护精
华油+清透草本修护油+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8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桨木草本植萃精华修护套-草本修护精
华油+清透草本修护油+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8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桨木草本植萃精华修护套-草本修护精
华油+清透草本修护油+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48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优幸福之源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彤眼部护理套盒-眼部舒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78
虹人妆（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迪彤眼部护理套盒-活颜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579
虹人妆（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佰芳泽 温养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8685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芳泽 净化姜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686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芳泽 养护姜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687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KIQUEN水凝丝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2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尔备长炭水光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25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美备长炭水光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30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CAILU净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FAICAILU净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FAICAILU净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兰婚纱芦荟蜜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49 广州妍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姿兰婚纱红宝石亮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50 广州妍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蜜皙 奢龄净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68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卡妮蔻燕窝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83 广州卡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蔻蜗牛精华竹炭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784 广州卡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漾俏颜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16 广州医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鲜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鲜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鲜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ART祛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2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祛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2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ANART祛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882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8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8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8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复合多肽凝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1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颜悦 红参蜗牛有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 红参蜗牛有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 红参蜗牛有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晶钻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晶钻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晶钻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8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1号色丝滑遮瑕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0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2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巴夫SoLala 纤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森巴夫SoLala 纤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森巴夫SoLala 纤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3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富勒烯 樱花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6
广州喜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夏良子 娇嫩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8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盈润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19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白藜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21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2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Huhouren 赋活平衡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23 广州生大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蔻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28 广州卡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芬妮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29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31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3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燕麦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33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芬妮婴儿山茶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37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野生山茶油婴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38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40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酵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42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 清新润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43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63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青春贵妇胎盘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64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 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6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 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6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 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6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houren 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76 广州生大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隐形气垫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8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备长炭净肤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8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备长炭净肤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8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备长炭净肤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8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玻尿酸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9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玻尿酸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9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茜玻尿酸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9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瓷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094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漉鼎记春砂生姜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02
广州漉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houren 菁纯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03 广州生大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way微脸紧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0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 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05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 D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14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HEyunnuo何允诺冰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15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 肌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24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25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清肌身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26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矿物养发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27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 赋活能身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29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 赋活能肌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0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红参蜗牛有氧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 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6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38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蔻氨基酸清透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41 广州卡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妍 弹润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4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 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47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轻羽纤长润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6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美纯植物润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美纯植物润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美纯植物润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86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YZS防水锁色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29195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密语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0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欧润雅焕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08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吾范 水润护发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17 广州嘉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30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乙新美学乙新丝绒哑光玫瑰口红（006
哑光星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52 广州乙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特孚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54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润雅焕肤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58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素妍雅植润修复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5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7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KRFENGM 帝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79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81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深层滋养净排霜(B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83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皙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84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念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4
广州墨上花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2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素妍雅植萃平衡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0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乙新美学乙新丝绒哑光玫瑰口红（005
哑光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12 广州乙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润雅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13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14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肤蜜冰岛地衣肌底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32
广东肤蜜再生医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玛姿宝密罗木赋颜光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35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凝润活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38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40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密罗木黄金肽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41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多肽墨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42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卡米雪肌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59 广州其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61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妃殿姜艾颐养调理套组-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妃殿姜艾颐养调理套组-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妃殿姜艾颐养调理套组-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清道夫净化微排套-佰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84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清道夫净化微排套-净化微排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85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清道夫净化微排套-净化微排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38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引美美涵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巨引美享受微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红玲纤秀紧致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红玲纤秀紧致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一点点芊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7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Dr Beatskin光子舒缓修护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0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热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10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12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12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12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玛热欧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16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杉泉蛋白多肽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29 广州闺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氨基酸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氨基酸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氨基酸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31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珂芙斯町靓肤平衡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35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 臻皙靓颜奢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4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鲸洗海藻泥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47 广州洁明洗涤制品有限公司
cucuru 慕谷 植妆盈透双头顺滑眉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54
广州众上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cucuru 慕谷 植妆盈透双头顺滑眉笔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55
广州众上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尚喜丽颜烟酰胺小分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烟酰胺小分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烟酰胺小分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美空间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4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莎妮白茶亮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6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豪莎妮白茶亮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69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豪莎妮白茶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74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JIANZHIXIU简之绣双头自然眉笔（01灰
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80 广州雅萱贸易有限公司

豪莎妮白茶亮肤修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0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朗皙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 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诗曼 柔和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tila活力玫瑰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活力玫瑰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活力玫瑰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49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循环动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循环动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循环动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平衡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平衡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平衡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0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莎妮牛奶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12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朗诗曼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2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莎妮白茶亮肤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23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38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峰丽棠 清痘滋养平衡套-清痘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4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洛诗控油净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44 广州百娣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Konway赋活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4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Du杜润金盏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4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年轻肽护理方案套（年轻肽冻干
粉+溶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植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诗蓝贝保湿补水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60 广州康励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源姿康美紧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康美紧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源姿康美紧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兰黛双头立体阴影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29599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妆修雪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2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2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清肌抚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3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寶絲芬鱼子精华柔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寶絲芬鱼子精华柔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寶絲芬鱼子精华柔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ISS祛屑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5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诺娃马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61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吉诺娃婴幼儿松花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62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NOBISS氨基酸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6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诺娃燕麦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64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玛姿宝  娇颜光感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65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蓝铜胜肽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79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1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光耀无瑕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2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樱花水感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4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山茶滋养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6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桃花细嫩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7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密罗木赋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8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时光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689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肤鲜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83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美肌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83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赋活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84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Xi未晞植秀植物润泽变色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842
广州悦享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植炫亮肤鲜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84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百花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百花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百花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能量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5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道能量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6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韩惠·国际夜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48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YOSCU 莜束玉润柔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5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5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5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5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毛孔舒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59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植萃吸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0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深海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5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6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莎妮牛奶莹润保湿玫瑰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3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vottov薇特薇舒缓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4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7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补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8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补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8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氛补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8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黑炭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89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婉婷润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6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宝碧欧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SERN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SERN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SERN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INICAL SKIN CARE-DAILY REPAIR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299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INTELLIGENT PERM 
LOTION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晶莹丽婕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肌肤保镖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6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丝玻尿酸水光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08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乐美六胜肽青春密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0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诗亮肤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1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2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牛油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3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焕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4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5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玫瑰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8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牛油果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19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宝碧欧丝滑柔顺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丝滑柔顺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丝滑柔顺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活平衡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活平衡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活平衡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出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出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出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丝氨基酸净颜控油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27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碧欧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3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3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3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清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4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顿·肯妮皇后套海绵结晶膜粉（中
型）+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45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植炫痘清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4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微肽安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4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肤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束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1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植炫微肽修护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束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3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束润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4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束幻彩唇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5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植炫透氧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5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顿·肯妮海绵结晶膜粉（中型） +调
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63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昭妍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6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束魅影持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68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束柔美丝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72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雨贝尔紫苏润护隔离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肤鲜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8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 舒颜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87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韩琋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89
广州女儿红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植炫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多肽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壅堂 润颜靓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润颜靓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润颜靓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束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8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potier宝宝尚花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099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otier 宝宝尚花植萃舒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1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漾清透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漾清透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水漾清透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润靓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润靓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润靓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沁润清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沁润清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沁润清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H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7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舒润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舒润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舒润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琋金臻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09
广州女儿红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肤漫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黄金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黄金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黄金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芍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芍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芍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1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一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3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清颜水活修护套组 清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2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清护御婷套-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5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道能量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6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蓮花香丹润护回舒套-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7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润护回舒套-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39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肤漫红景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红景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红景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琪小妞·焕能强发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美尔舒润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舒润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舒润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坤堂黄金养护套盒-雪莲花动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4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馜甄媄小女孩约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SNILA圣尼拉草本莹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7 广州共美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歌澜佰草酵素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59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tier植物倍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61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otier宝宝橄榄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63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otier 宝宝水澎澎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65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安格若有似雾隐形气垫霜 1#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6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肤漫石莲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石莲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石莲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7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人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人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人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水凝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水凝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水凝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弹力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弹力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弹力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tier宝宝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5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肤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活
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9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活
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9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活
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19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
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
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
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驻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驻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驻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0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嘉兰菲丽 净痘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24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韩琋祛黑头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28
广州女儿红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樊文花蜜丝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3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4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4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4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小米猴山茶花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51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尚代颜珍珠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5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i富勒烯燕窝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57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i富勒烯燕窝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60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碧欧控油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6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控油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6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控油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6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洺薇 玻尿酸深海胶原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64 广州名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i富勒烯燕窝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71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旅 烟酰胺净透焕亮备长炭黑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76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金黄小麦水灵灵滋
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86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祖玛龙奇焕光彩水
养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8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修护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修护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修护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纤变速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0298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USE幻影沙漠黄昏十八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01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Lusi贝璐思黄金小麦速干不沾杯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1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丹彩无瑕BB霜  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18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丹彩无瑕BB霜  02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1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23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润纯清透光感美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24
广州伊瑞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茉莉平衡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3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草堂青春多肽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4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茉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5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羽红藻抗皱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6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馜 浮光系列香水 恋恋香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8 广州丽芮礼品科技有限公司



悦馜 浮光系列香水 舞幻精灵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39 广州丽芮礼品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茉莉平衡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0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合生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Green Canyon矿泥净透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6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茉莉平衡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5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三重水氧补水套-水氧
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64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茉莉平衡氨基酸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68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小心愿面膜-旅行篇：MR.WISH
小心愿保湿莹润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86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小心愿面膜-旅行篇：MR.WISH
小心愿清肌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88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小心愿面膜-旅行篇：MR.WISH
小心愿亮肤焕颜盈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8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MR.WISH小心愿面膜-旅行篇：MR.WISH
小心愿紧致弹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0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佰合生六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六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二肽平衡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多肽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多肽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多肽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YISKIN译心初妍草本祛粉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05
广州译心初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贝西Lanbeixi活泉丝柔渗透锁水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2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臀部养护套盒-臀部养
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3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源堂蛋清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4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蓝贝西Lanbeixi三重水氧补水套-水氧
清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5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三重水氧补水套-水氧
清透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6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三重水氧补水套-水氧
清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7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S富勒烯童颜管理套-富勒烯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2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源堂 蚕丝珍珠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30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巨无瑕轻盈
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31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综养堂养护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综养堂养护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综养堂养护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综养堂养护套-姜活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综养堂养护套-姜活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综养堂养护套-姜活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暗黑美瞳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7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姿宝  洗卸二合一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77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墨藻焕颜紧致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80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碧鸥滋养修复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488
广东碧鸥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V SHOU丝润焕妍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3050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玛姿宝  水润无感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504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明眸焕彩眼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506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艾诗康魅 清萃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525
广东鑫万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蒂娜韵律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42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活肽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45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兰肌芦荟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59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水俪颜 贻贝赋活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63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ai深诱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68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肌研莹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7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肌研冰清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7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肌研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7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ces pure冰淳 端粒酶驻颜套 端粒酶
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86 广州泽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ces pure冰淳 端粒酶驻颜套 寡肽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87 广州泽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修肌研嫩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79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大小姐花漾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0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大小姐花漾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0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媛堂悦颜美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08
广州市邦媛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六度倾城三型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1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舞蜗牛原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21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简舞深海藻水嫩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22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简舞玻尿酸水凝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25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涵吉萱晶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35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neFeel花漾甜心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5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男士焕肤劲爽套盒纤渼源焕肤劲
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60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护肤套盒时光优能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6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沐颜华自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2
广州玉慧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蔻之钥奇焕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4
馥澳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renmeng 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enmeng 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enmeng 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隐 玫瑰花瓣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隐 玫瑰花瓣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8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neFeel粉色甜心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9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LING无瑕裸妆至尊黑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9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NGLING无瑕裸妆至尊黑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9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NGLING无瑕裸妆至尊黑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89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恋佰草头皮卫士植物多肽头皮调理组
合-百草酵素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07
广州墨恋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墨恋佰草头皮卫士植物多肽头皮调理组
合-头皮卫士百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10
广州墨恋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墨恋佰草头皮卫士植物多肽头皮调理组
合-植物多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16
广州墨恋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RONNI贝露妮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44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reen Canyon清润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47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WEHEBEAUTY裸妆紧致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49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沐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沐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沐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2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少女密龄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少女密龄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L BALANCE少女密龄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男士焕肤劲爽套盒纤渼源焕肤劲
爽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PHON小黑裙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6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玫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71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涵吉萱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7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吉萱晶致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79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男士焕肤劲爽套盒纤渼源焕肤劲
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8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PHON小黑裙深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深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深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护肤套盒时光冻龄眼部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098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5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5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护套装-芦荟鲜汁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5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护肤套盒时光优能营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护肤套盒时光优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护肤套盒时光优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0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RONNI贝露妮小金管遮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13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小芈生姜原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3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3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水光奇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3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臻皙透亮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37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04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IGE黎戈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06
广州颜润岚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E黎戈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07
广州颜润岚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泽秀玛丽物语鲜润植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11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泽秀玛丽物语臻润时光素颜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12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PEACH蜜宠宝贝轻松美甲一步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15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物洛曲臻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1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玫瑰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清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健美业生物酶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沁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2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肯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33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AnneFeel舒润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3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兰花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3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修护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3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兰花水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3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肯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41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美丽惑水玫瑰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玫瑰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玫瑰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薰衣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薰衣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薰衣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颜华密罗木植物萃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57
广州玉慧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伊曼倩妆舒缓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59 广州广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密罗木还原肌肤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6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新颜优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7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密罗木还原肌肤膜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7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金盏花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8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赋活多肽修护冻干粉+玻尿酸
多肽修护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83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蜜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蜜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蜜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颜华植物蛋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199
广州玉慧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知言ZHIYAN肌源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0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植物鲜萃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植物鲜萃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惑水植物鲜萃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伊贝蒂 多肽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5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美伊贝蒂 净化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6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美伊贝蒂 多肽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7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旭美人洁净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08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瑪莎琳冰润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12
玛莎琳化妆品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瑪莎琳造颜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14
玛莎琳化妆品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恩丽美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19
广州泽旭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瑪莎琳毛孔洁净收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25
玛莎琳化妆品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欧芙妍植物多肽修护塑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27
广州市炜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惑焕能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3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zi梵子向阳而生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35 广州泽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梨涡浅笑多肽抚纹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草植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植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植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花仙子玻尿酸修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64
广州御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雯之婳木本水源套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6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坊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7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伊贝蒂 青春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88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美伊贝蒂 植物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90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美伊贝蒂 多肽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92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DC滴蕊美肌润滑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美肌润滑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美肌润滑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2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客宝贝婴幼儿洗发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06 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玫瑰凝露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23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舞深海藻补水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41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肤得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4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4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蜜奥朵氨基酸慕斯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68
广州萱泊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MIAO韩缪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雯之婳木本水源套臻肤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73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79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坊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8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90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琦尚滋润营养口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9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琦尚滋润营养口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9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琦尚滋润营养口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9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E KATE玛丽凯特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1397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黛尔黑金轻奢诱色炫彩口红 06#赤焰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03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诗黛尔
化妆品商店

娇韵丽人 尊贵优化套装—尊贵舒净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08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草本奢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10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IE KATE玛丽凯特炫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1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散套装—舒散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19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散套装—舒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22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优化套装—舒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25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优化套装—舒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26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优化套装—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27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颜舒通滋养套组-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镜面玻璃唇釉 104#钻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镜面玻璃唇釉 103#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3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镜面玻璃唇釉 106#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优化套装—尊贵舒净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5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纹知雅果多肽肌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37
广州纹知雅形象管理有限公
司

知言ZHIYAN肌因修护冻干粉组合 肌因
修护冻干粉+多效精华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42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粉漾诱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粉漾诱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粉漾诱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68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69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希倪 美眸眼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8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89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瑋美時舒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瑋美時舒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瑋美時舒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栖之美水光遮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93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美伊贝蒂 全天候粒子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494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腰部肌肤养护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腰部肌肤养护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腰部肌肤养护
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腰部肌肤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修活紧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修活紧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修活紧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轻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轻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思玛尼 轻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韵丽人 尊贵舒散套装—尊贵舒净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68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纯洋甘菊水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72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YO THE FOFO SHOP百草蜗牛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89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花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91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93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奢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598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兰诗水光女王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24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臻润水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2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熙慕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27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蜗牛原液遮瑕气垫CC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28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妮兒恒颜玫瑰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3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34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水感无瑕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49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51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橘色洛洛瓷娃娃裸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54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尚金箔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68 广州米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水木清华套臻肤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7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葉神藻海藻空气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76 广州道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明星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77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透舒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透舒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透舒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立净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立净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立净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lutra椰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Villutra椰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Villutra椰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87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园禾诗水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1698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季Age!Girl氨基酸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0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面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19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2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2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2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奢颜丽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2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EBOLL控油爽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4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纬生堂 舒缓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4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润颜洁净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4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  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5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NEG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6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体验套-活酵母睡眠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7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维他命C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RO CHING 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3 广州希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水木清华套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7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莹润嫩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莹润嫩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莹润嫩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8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  玻尿酸补水保湿水凝胶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1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伊秀胶原多肽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4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ROODIY玻尿酸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玻尿酸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PROODIY玻尿酸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姣莲俪人莹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莹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莹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植 蜗牛多效美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179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亮泽双效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0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亮泽双效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0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亮泽双效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0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寡肽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06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修堂修护面膜组合海葡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25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集修堂修护面膜组合山羊奶胶原蛋白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26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红
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红
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红
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银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银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泰国佐木RAY蚕丝面膜Facial Mask(银
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欧薇睿诺水凝焕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水凝焕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睿诺水凝焕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3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eepure菲朴复活草复活草焕颜舒缓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41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皙颜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42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胶原蛋白倍润保湿亮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4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玻尿酸烟酰胺水润修护提亮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4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璀璨元素晶莹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4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珂瑶玻尿酸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5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玻尿酸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5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玻尿酸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5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GIOR熙格 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52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 芦荟舒润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5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MOON太梦醇臻水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71 广州太梦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感肌沁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感肌沁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感肌沁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纯式牡丹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3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涞莉草本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草本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涞莉草本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法洛施黄金玻尿酸焕采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2 广州荃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薇多肽修护因子原液组合-多肽修护
因子冻干粉+多肽修护因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细嫩补水男士专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2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JHJ珍珠奶茶弹力水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3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云木颜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4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HJ珍珠奶茶亮肤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5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俏俪娅莹润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7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莹润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09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芙蓉九胜肽精华深层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11 广州方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莎妮牛奶莹润保湿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5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ISEES玻尿酸嫩滑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ISEES玻尿酸嫩滑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ISEES玻尿酸嫩滑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婴幼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41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傲娇卵壳膜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46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赞御堂艾叶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觅艾叶檀香嫩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贝熙美肌润滑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4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臻皙雪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59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196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肌桂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097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格 氨基酸香水能量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104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格 氨基酸香水造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11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格 氨基酸香水能量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112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莎妮牛奶莹润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68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梵芙丝绒缎面唇膏（气场正红色-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0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水润唇膏（虫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水润唇膏（茶多酚）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水润唇膏（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水润唇膏（虾青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圆源 ·养道平衡修护套-净化平衡精粹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7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NN丝滑弹性修容膏 z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修容膏 z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修容膏 z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源·养道平衡修护套-净化平衡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84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BEco贝贝可绿茶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296 广州海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苒记哑光丝绒唇膏（复古哑光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16 广州洛苒记商贸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奢华口红（按压式）04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1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奢华口红（按压式）03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1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03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4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胸部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净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净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 - 净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净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3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元气慕斯溢彩四色眼影 02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18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元气慕斯溢彩四色眼影 03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20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元气慕斯溢彩四色眼影 04星空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2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元气慕斯溢彩四色眼影 01大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24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深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深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睛魅臻彩六色眼影01凋零蔷薇
(深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06人鱼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40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ANSHINADUO魅惑炫彩雾色口红（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41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 焕采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47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HANSHINADUO魅惑炫彩雾色口红（珊瑚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65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HINADUO魅惑炫彩雾色口红（枫叶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71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卡薇润彩迷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75 广州永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尤朵臻纯盈润口红（02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8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极光玫瑰之吻丰润口红 604 粤G妆网备字201903249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五彩圣湖西域风情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13
广州香妃圣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后草本舒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14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膜王逆龄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膜王逆龄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膜王逆龄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莱亚柔雾哑光口红 803#活力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26 广州卡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基肽亮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61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基肽亮肤肽冻干粉+亮肤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56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ME SELECT焕颜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07 广州喜爱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木本水源套臻肤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1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嫩滑水光香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嫩滑水光香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嫩滑水光香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触G滑 轻柔触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触G滑 轻柔触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肌源盈润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5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纯  多效滋养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6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坊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疏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6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坊烟酰胺亮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坊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元气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40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FEEL梵芙红石榴防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43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1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5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61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65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焕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83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鹤棠山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8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皙沙棘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88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之泉女神四步曲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0 广州医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沁润细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沁润细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沁润细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夜用）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夜用）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真爱你植萃抚痕眼霜套盒-植萃抚痕眼
霜（夜用）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仙蒂奈儿嫩滑美肌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嫩滑美肌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嫩滑美肌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黄金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平衡眼部修护套组-平衡修护润
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6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平衡眼部修护套组-平衡修护逆
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7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平衡眼部修护套组-蕴能平衡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8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平衡眼部修护套组-平衡修护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699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樾品水嫩抖肤冻干粉套盒-水嫩抖
肤冻干粉+水嫩抖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03 广州志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木本水源套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0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冻干粉+祛
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1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冻干粉+祛
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1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祛痘修护套-祛痘修护冻干粉+祛
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1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玻尿酸安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0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冰肌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冰肌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冰肌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髓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柔印象伊姿恋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39 广州市澜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舒润修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舒润修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舒润修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da胸部舒润植萃套胸部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提香丽尔薰衣草牛奶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薰衣草牛奶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薰衣草牛奶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莜琪 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45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舒纹护理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54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艾诗艺晶莹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60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 芦荟净透呼吸七件套-芦荟净透呼
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6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水木清华套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6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谷胱甘肽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妤调理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调理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调理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aiqir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80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美肤护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83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水木清华套臻肤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8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 润颜滋养体验套-润颜滋养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8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迦亿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792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08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09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草本姜养套-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0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草本姜养套-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1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2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3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5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6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7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0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ATUREL仙人掌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3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男士酷爽保湿润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 钻 水光系列奢华鱼子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  水感透肌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  蜗牛保湿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蜜莎 宫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宫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蜜莎 宫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莱雅  瓷肌净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3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肌肤净透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肌肤净透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肌肤净透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水悠漾臻润组合-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LOS蒂洛斯 海茴香修护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5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草本舒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2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老生姜温舒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3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香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香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香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畅享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69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柔焦幻彩三色腮红粉（活力珊瑚）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7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OP黄金蛋白线+GOP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GOP黄金蛋白线+GOP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GOP黄金蛋白线+GOP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ǒME柔焦幻彩三色腮红粉（气质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凰颜悦裸妆素颜出水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裸妆素颜出水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颜悦裸妆素颜出水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4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DUOLI透明肌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85 广州法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Q2墨藻焕彩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0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欢沁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欢沁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欢沁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Feel柔肤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899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香秘语尊宠呵护套尊宠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18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诺堂 舒缓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1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香秘语尊宠呵护套平衡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2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香秘语尊宠呵护套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5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香秘语尊宠呵护套尊宠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6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香秘语尊宠呵护套尊宠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8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贞六胜肽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六胜肽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六胜肽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马郁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马郁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马郁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依曼 胸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胸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胸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寡肽赋活嫩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寡肽赋活嫩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寡肽赋活嫩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高光粉 z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高光粉 z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高光粉 z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JOEYILAN 伊兰气垫精油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67 广州市娇伊兰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绝配情人BB粉饼04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绝配情人BB粉饼03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烟酰胺嫩滑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烟酰胺嫩滑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烟酰胺嫩滑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束持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78
广州市佰种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HuaShiGe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85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JI KAI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86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  弹力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299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IRUI净肤毛孔焕颜清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03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AL BEAUTY富勒烯奢宠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23
广州轻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莱雅  睛彩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2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光依娜 养护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养护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养护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FENGM 帝美幼肌童颜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37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RFENGM 帝美针叶樱桃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39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瑜娇 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easDior花密丝悦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3 广州天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氏小狮子 燕麦维E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4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樱睿植物湿发感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5
广州樱之睿美容美发产品有
限公司

臻爱焕然时光赋活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8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蒂娜鹿茸臻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49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一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059
广东纤姿丽人健康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皇倩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2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立体紧致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2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皇倩植物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5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美鲜颜黄金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5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鲜颜黄金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5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鲜颜黄金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5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洋甘菊舒缓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61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EOEOEO 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176
广东医品十方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MIDI. 广角旋转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3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50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润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润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润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润雅焕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58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6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维生素C焕颜套维C瓷肌粉+瓷肌调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68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水立方拍拍套水立方拍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74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ZZ 玻尿酸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82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草本清肌管理套清肌调肤液1号+清
肌调肤液2号+清肌调肤素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8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荫薇  红珊叶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89 广州荫薇贸易有限公司
韩诗妤  蜗肽保湿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9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奢颜丽颜水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95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49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奢颜丽颜水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0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奢颜丽颜水润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05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XDAIR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09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肌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肌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肌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赋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奢颜丽颜净肤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3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御堂艾叶润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SHJA 水漾盈彩气垫粉底液（肤色+亮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御堂艾叶温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1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赞御堂艾香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2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SEELL MACA INTELLIGENT ION PERM 
NEUTRAL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2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觅艾叶檀香净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2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HJ海洋滋润香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27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3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3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时空肌秘赋颜套组 时空肌秘
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3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gonblick  透明质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38
北欧时刻（广州）商业有限
公司

JHJ樱花柔嫩香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39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圣俪瑞斯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HJ金箔润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2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圣俪瑞斯 臻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臻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臻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US  奢享焕活润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6
广州市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HJ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48
广州碧芙婷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OEBOLL净肌毛孔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5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润小白W±W 樱花净透亮采紧致滋养霜
（倍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56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控油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5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OEBOLL控油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6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赋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玫澳复合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66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英佳祖玛龙  经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活力舒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RSEELL MACA INTELLIGENT CURLY 
NEUTRAL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8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颜鲜活美肌冻干粉+鲜活美肌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89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叶草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9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卡苏米笑眼明眸持久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359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莎妃儿多肽修护雾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1 广州桑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皙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沁肌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平衡净化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娇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怡然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纬生堂 紧致睛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2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紧致睛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4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臻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5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净颜醒肤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6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7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天宝元一喷量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80 广州世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光丹源植物能量疏通套-光丹源植物能
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68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致美娇柔套-温煦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04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致美娇柔套-致美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06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植源舒馨套-植源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07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植源舒馨套-植源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0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温煦清透套-温煦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2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温煦清透套-温煦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3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盛美滋益套-盛美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4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泽秀玛丽物语梦幻奇迹雪花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5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善缘盛美滋益套-温煦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19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衡美植熙套-衡美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2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FRESH SHOP 植物亮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3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善缘致美娇柔套-致美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4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盛美滋益套-盛美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5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植源舒馨套-温舒姜艾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7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衡美植熙套-衡美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28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凝时紧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3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善缘温煦清透套-温煦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31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善缘和煦红润套-和煦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32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思妤络鲜草《气》套-鲜草精华II号+
妤思妤络鲜草《气》套-鲜草膏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34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善缘衡美植熙套-温煦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38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倩野菜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0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合善缘和煦红润套-温舒姜艾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1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思妤络鲜草精养套-鲜草精养膏+妤思
妤络鲜草精养套-鲜草精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2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善缘和煦红润套-和煦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3
广州上善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肩颈舒润调理套-肩颈舒
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肩颈舒润调理套-肩颈舒
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肩颈舒润调理套-肩颈舒
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思妤络鲜草精养套-精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7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莎蓝多肽舒缓修护肌肤组合套-多肽
舒缓修护冻干粉+多肽舒缓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8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倩天然野山菜净颜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49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5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 PERM 
LOTION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6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月养套-月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72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75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嫤妃蜜意情浓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7 广州润岛贸易有限公司
桂秘胸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秘胸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秘胸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8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雪草本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91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雪臀部养护组合-臀部滋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92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轻松 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93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提沐 清舒炫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94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花香丹 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795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逆龄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23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君子兰子妙龄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3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格 水密码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58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值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61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雪植物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73 广州迪柏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私人定制多肽修护焕颜套盒-寡
肽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76 广州御媛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私人定制多肽修护焕颜套盒-活
肤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78 广州御媛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斯佩澜 娇颜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81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轻松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82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养源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90 广州馨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私人定制多肽修护焕颜套盒-寡
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91 广州御媛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RTYOPI玻尿酸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9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草本能量套-草本能量精华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96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净化滋养套-净化滋养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3898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尔拉寡肽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00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颐养世家唤采光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06 广州亿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一 透爽愉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09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际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2 广州高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尔拉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18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爱斯佩澜 安肌舒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22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2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2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芙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2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GPUREYE祛痘多效修护冻干粉+祛痘多
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31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SU极素 焕龄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44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梦芊美私人定制丝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47 广州御媛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4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4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4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贵妇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5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维生素C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59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维生素C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59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紧致亮肤专属套-维生素C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59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斯佩澜 璀璨无影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61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67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冰淇淋慕斯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7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森荟诗平衡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森荟诗平衡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森荟诗平衡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莹润亮肤精品套-莹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39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尔拉复合肽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02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INGPUREYE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烟酰胺
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09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施琳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2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净养套-鲜草净养膏2号+
妤思妤络鲜草净养套-鲜草净养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29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凝诺 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舒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3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凝诺 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舒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3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凝诺 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舒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3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思妤络鲜草月养套-鲜草月养膏+妤思
妤络鲜草月养套-鲜草月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38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秀养套-鲜草秀养膏+妤思
妤络鲜草秀养套-鲜草秀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1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净养套-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2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秀养套-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3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寡肽冻干粉+寡肽
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寡肽冻干粉+寡肽
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还原套-寡肽冻干粉+寡肽
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瓷
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8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瓷
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8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瓷
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8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净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净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俪瑞斯 肌活水润套组 水活净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巧堂姜生健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G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097 广州众脉商贸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舒适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净
畅清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7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净
畅清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7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净
畅清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7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净养套-鲜草净养膏1号+
妤思妤络鲜草净养套-鲜草净养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8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   日耀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7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娜植物养护精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80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  依元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8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精雕修护冻干粉+
精雕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精雕修护冻干粉+
精雕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精雕修护冻干粉+
精雕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蕾善  依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9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依元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9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伍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19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紧
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01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紧
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01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荷元素全身温养养护套-清荷元素紧
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01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日耀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0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豪莎妮牛奶莹润保湿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07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C`AKUBFSK科普姿蛋白拉丝溶酶
+C`AKUBFSK科普姿蛋白拉丝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24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花香丹 透爽愉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52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蓝迪植物润纹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5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EJIYAN多肽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60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芙颜 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62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Emayston琉璃苣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280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魅力牵行草本紧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0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nuos精纯高效修护薄荷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06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体贴酵母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12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率性卵壳膜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14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瑞妮·朵拉皇后套海绵结晶膜粉（中
型）+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16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坦晶仙妍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18 广州聚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牵行草本强盛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2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魅力牵行草本养护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2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魅嘉丽海百合莹彩雪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30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火 欲望迷红高显色唇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4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 欲望迷红高显色唇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4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 欲望迷红高显色唇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4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LISI娜莉斯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72 广州市芭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 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83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优理氏富勒烯理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1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元素活肤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6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酵素洁面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8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39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 水晶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02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幻颜草黄金玻尿酸焕采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1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角质层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17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黄金烟酰胺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  美颜靓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20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多效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21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nuara 水光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22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故事蜂胶花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30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爱润植萃焕颜多效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33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小心愿面膜-旅行篇：MR.WISH
小心愿舒缓安肌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36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SIGIOR熙格 蜗牛原液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49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陌 生物发酵多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50 广州陌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祛痘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QQQ Queen view 慕斯风情口红（5支
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63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肤漫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6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6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6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玫瑰水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6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姿宝 密罗木凝时眼唇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76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原生赋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77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 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87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家媚颜  莹润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496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珂微分子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30 广州巨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后会员尊享套装-芦荟鲜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7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诺堂 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7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美集 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7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美集 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7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Welfare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8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美集 瑞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8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ENLEES  嫩肤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85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植后会员尊享套装-鲜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9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94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净化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95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59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舒活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07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活性营养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11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畅活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18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谷凝萃光彩永恒御龄凝时眼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32 广州幽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UZILAN莜姿兰 果本原液精萃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34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瓷肌焕颜套-瓷肌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43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能量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51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ZILAN莜姿兰  燕窝驻颜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52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润纯洁柔净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63
广州伊瑞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78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珂微精华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79 广州巨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瓷肌焕颜套-瓷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87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怡泉鳄鱼油保湿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469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净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0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深层修护套-深层修护冻干粉+
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深层修护套-深层修护冻干粉+
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深层修护套-深层修护冻干粉+
深层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YU膜妤约会新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16 广州膜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仪娜 生物水光嫩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29
广州璐仪娜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爱润乳木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31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莹润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32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AQ 逆龄紧致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45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香 丝亮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47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皙博 时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3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精粹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精粹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精粹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晓燕麦多肽筑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61
广州市玄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妍熙波曼韵姿套润滋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66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美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6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美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6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QUEEN波后雪韵舒畅套盒舒畅美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6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BISS姜艾健发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7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笑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71 广州美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露雅净化舒活套净化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78 广州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露雅净化舒活套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91 广州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露雅净化舒活套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792 广州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06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 御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1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纯露雅净化舒活套泡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13 广州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思蔻 植萃莹润修护手部护理套盒植
萃补水倍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2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舒妮娅倍舒莹嫩套平衡舒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29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多肽眼部年轻套三效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30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绿茶清爽控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5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绿茶清爽控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5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绿茶清爽控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5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LYU黑兰花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黑兰花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黑兰花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黑兰花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幻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4 广州芊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白藜芦醇理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佰素植物喷雾（柔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69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 元气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75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奈儿 舒缓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7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 玻尿酸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78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蒂雅 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7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 多肽复颜抗皱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8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8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9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男士水能润肤三效合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894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紧细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男士水能保湿劲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3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去屑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去屑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去屑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谷凝萃 赋颜晨光淡黑紧致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09 广州幽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谷凝萃  水缎光感珍珠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18 广州幽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 水光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 植萃柔润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4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臻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臻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臻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臻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冰川水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冰川水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冰川水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2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手不凡丝滑莹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34
广东民新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手不凡润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36
广东民新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姿宝   臻爱铂金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3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鱼子精华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4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密罗木胜肽凝时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5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密罗木光采无瑕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6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密罗木胜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7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毛孔净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48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调理护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5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调理护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5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 山茶花妈咪调理护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5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灌肤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54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灌肤铜肽融合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55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幽谷凝萃蜂酵素逆龄凝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4997 广州幽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瓷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0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瓷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0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瓷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06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火水之愉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09 广州缔米科技有限公司



思美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碧琪 8杯水紧致美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36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蓓肤雅焕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透氧卸妆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6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凝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65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忆美   净柔透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72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水俪颜 菩提亲水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74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菲雪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雪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雪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斯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斯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斯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度倾城三型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9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水俪颜 贻贝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098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0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本清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06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家媚颜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2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莹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25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致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致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致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瑞莱 逆时空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33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瑞莱 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39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冰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4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皮秒水光肌寡肽冻干粉塑颜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43
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阿诗莉玫瑰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50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瑞莱 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54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瑞莱 植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62 广州傲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6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曼丽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65
广州市哈曼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芝雅可可小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6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哈曼丽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0
广州市哈曼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芝雅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珂芝雅浪漫粉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3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藏娜头皮养护植物精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5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蔚蓝绅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6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珂芝雅真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7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藏娜头皮营养修护植萃套装（尊享版）
-头皮养护植物精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198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多效眼部套—西海之
谜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20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VELOVE存爱·魅惑丝绒口红 181#中
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23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多效眼部套—西海之
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26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SHA 西海之谜多效眼部套—西海之
谜多效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27 广州春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私舒润套 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45 广州天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行纷秒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49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6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6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6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原著铁皮石斛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6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倾泉瓷肌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75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润植萃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276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润肽酸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08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娜缇秘密花园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47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娜缇温舒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48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高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7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8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9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9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肤雅焕活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39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水俪颜 肌底赋活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12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O CIO SAN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23
秋秋桑信息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雪之晶采多肽小熨斗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2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 ION PERM 
NEUTRALIZER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3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 ION CURLY 
NEUTRALIZER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4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54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妆丽果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55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渊堂  修护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56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国渊堂  养颜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59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御家媚颜 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6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渊堂  舒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68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国渊堂 冬壮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70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国渊堂 润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74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国渊堂 舒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75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国渊堂 夏静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5476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KooBoos花玺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38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花蜜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3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花蜜韵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4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简生活草莓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56 广州喜爱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豪莎妮胶原蛋白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59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六度倾城三型多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6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月童话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63
广州茵赛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potier宝宝尚花植萃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77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otier 宝宝尚花植萃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78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恋柔首乌植物精华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82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陌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84
仟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恋柔水光嫩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88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V&S浓黑炫亮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0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是美阿道夫植萃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2 广州凯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臻颜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臻颜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臻颜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yung Joon冰爽活炭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5699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VV 梦露红唇色液 甜蜜杏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01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密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16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恋柔香氛丝滑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20
广州恋柔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YOUZILAN莜姿兰 花肽凝露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21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qcover魔力美目两用胶水NO.5007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2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qcover魔力美目两用胶水NO.5007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2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qcover魔力美目两用胶水NO.5007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2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高泡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43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利是美阿道夫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44 广州凯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玫瑰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5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香蕉燕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5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烁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6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6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烁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6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Hyung Joon火山岩控油清痘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64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REATENATURAL蓝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6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掌柜藏红花爱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73
广州红秀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毛孔收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7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KC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76
广州百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KC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81
广州百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密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84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维密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89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萝莉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91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魅姿秀黄芩苷护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92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度倾城三型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79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海藻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1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积雪草紧致焕颜套-乳酸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19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朱古力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2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GER BIRD千色鸟冬虫夏草奢金诱色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25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时祥琥珀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时祥琥珀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时祥琥珀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是美阿道夫滋润修护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39 广州凯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43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YOUZILAN莜姿兰 果本原液雪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54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柠檬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樾品青春抖肤清爽透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63 广州志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缇丝蛋白爽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64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沐言事后清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92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修护冻干粉套盒-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97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NGER BIRD千色鸟鱼子精华一体式蘑
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98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谷胱甘肽晶透焕颜套-谷胱
甘肽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899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保湿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0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谷胱甘肽晶透焕颜套-谷胱
甘肽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03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甘氨酸祛痘净颜套-地黄石
斛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04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颖影硕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05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06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13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颖影硕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22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颖影硕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23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31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NQI 彦淇熊果苷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46 广州陆辰商贸有限公司
EBK多肽呵护冻干粉+多肽呵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57 广州竑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佧唯KOOVII 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58 广州佧唯商贸有限公司

面子計至美溯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61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美溯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62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美明眸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64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美溯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66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美溯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68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DiciL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0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EBK靓颜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1 广州竑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BK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3 广州竑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沐植萃祛屑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幻沐植萃祛屑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幻沐植萃祛屑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幻沐轻柔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8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幻沐轻柔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8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幻沐轻柔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8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AnaB Beauty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8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GTG青春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88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GTG青春水光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90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GTG至臻金纯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91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GTG青春水光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93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军太植物活性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9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莹润保湿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35997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NAZI艾娜姿奶油丝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20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睛彩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5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涵莹润保湿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53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56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水沐颜华生姜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59
广州玉慧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 润颜隔离霜（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7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醒肤净颜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8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爱之缘傲娇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82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
性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8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眉棱 三七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92 广州宸中臣商贸有限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维C原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94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 醒肤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609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雯诗美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09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 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10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眉棱 三七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11 广州宸中臣商贸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精纯黄金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1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ney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真爱
无畏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18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 清洁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2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多效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紧致嫩肤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紧致嫩肤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雅姿紧致嫩肤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莱雅 水光肌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 水光肌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 水光肌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依洛 焕颜多肽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37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恆萃堂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恆萃堂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恆萃堂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蓓爱水密集纯净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蓓爱水密集纯净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蓓爱水密集纯净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4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毛久滋养洗头粉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0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 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 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 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姿秀 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CO 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5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倾堂寡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64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ney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蓝色
梦幻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72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玉媚天肌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7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7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7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COW 深海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ONCOW 深海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ONCOW 深海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ONCOW 深海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姿净肤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1 广州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蔻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5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美官汀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植萃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动力凝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1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丰堂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腹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腹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腹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sney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蔷薇
之吻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3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合丰堂女性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女性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女性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姬水动力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丰堂活力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官汀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丰堂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官汀身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2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动力凝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ney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奇幻
梦境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27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娇若神经酰胺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31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动力凝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毛久滋养洗头粉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35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毛久滋养洗头粉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37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姬量子御养致润水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瓷肌修护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水光驻颜保湿霜（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4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姬量子御养致润水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丰堂舒活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舒活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舒活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肽美博士富勒烯多肽瓷肌组合-小分子
多肽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1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美博士富勒烯多肽瓷肌组合-六胜肽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3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颜姬量子凝肌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水氧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滋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古伊美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肽美博士富勒烯多肽瓷肌组合-富勒烯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5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康魅影娇韵养护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娇韵养护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娇韵养护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玉媚天肌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79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天使之翼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天使之翼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天使之翼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美博士富勒烯多肽瓷肌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2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康魅影轻舞飞扬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3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轻舞飞扬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3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轻舞飞扬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3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chu美初乳木果油润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chu美初乳木果油润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chu美初乳木果油润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8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NEED赋活平衡套-赋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96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阿尔卑斯山冰川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9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阿尔卑斯山冰川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9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阿尔卑斯山冰川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29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明眸修护金盏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01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宣谷芦荟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0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御颜姬明眸修护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明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0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15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  至尊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17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精氨酸净肤修护套-光甘果
草净肤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2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颜姬量子智能-睛采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量子明眸修护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润纯柔嫩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34
广州伊瑞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  臻颜莹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54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精氨酸净肤修护套-精氨酸
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69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奈梓牛奶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73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靓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8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奈梓六胜肽盈润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88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库拉索芦荟保湿润肤套-补
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389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 Joliemax莱姿俪润肌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00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La Joliemax莱姿俪润肌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00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腹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腹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腹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背部舒缓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背部舒缓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背部舒缓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俏丽秀身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俏丽秀身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俏丽秀身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腰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腰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尊贵魅力紧致套装-腰部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琳佛手赋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4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七分雪 清痘粉刺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46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17穗鳄鱼油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47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0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01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舒缓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1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清润能量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1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WINSS苔丝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2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A CHARMER 无患子海盐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25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NǒME丝柔水润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6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丝柔水润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6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迦罗兰 玻尿酸次抛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68 广州同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生源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69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2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玉媚天肌身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保湿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保湿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妮水润保湿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7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之情 鲜水光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84 广州琳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施溶尔多肽青春修护冻干粉+嘉施溶
尔多肽青春营养素+嘉施溶尔活力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87 广州嘉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粉坊牛奶蜂蜜手脚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36591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铧焉·女人香液（优雅女王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00 广州铧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铧焉·女人香液（魅力公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02 广州铧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gQuan映泉胶原蛋白鲜润补水嫩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04 广州市曈泽贸易有限公司

铧焉·女人香液（纯真少女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06 广州铧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伊秀水解胶原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11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GO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19 广州众脉商贸有限公司
玛安格若有似雾隐形气垫霜 2#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2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姿水润修颜隔离乳（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33 广州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姿水润修颜隔离乳（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35 广州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花蜜调理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4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SHZEE茗希芝大理石四色立体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53 广州淘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光耀镜面唇釉 （野黑莓）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OOVITOR雾面哑光不沾杯唇釉 25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2
广州市谷为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花漾年华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3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矿物质琉璃时光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矿物质琉璃时光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矿物质琉璃时光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OVITOR水蜜桃流光炫彩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69
广州市谷为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GOOVITOR皇家玛丽梦幻奢华十八色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70
广州市谷为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COROER可瑞尔潮流捕手18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71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萬物本草苦参晒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74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御家媚颜  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75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77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浓密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浓密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浓密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CEKEO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妙珮 海生素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6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两
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两
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两
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初穗天然植物萃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0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库拉索芦荟保湿润肤套-库
拉索芦荟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15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2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2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肌底修护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2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渐 熊果苷亮肤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34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美肌神微脸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47 广州巧笑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3&3SAN YUE SAN红酒补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58
广州誉马紫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红参蜗牛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红参蜗牛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红参蜗牛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滋润水漾唇膏 （蜜恋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6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滋润水漾唇膏 （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7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OOVITOR至臻哑光丝绒口红 18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81
广州市谷为多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ABC悦色柔雾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悦色柔雾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悦色柔雾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萬物本草 莼菜盈润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785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薇思爱莉珍珠肌因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6809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焕颜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688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OVMI闺蜜名妍靓肤美颜套-LOVMI闺蜜
名妍复活草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6923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净萃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93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婴童海藻护
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947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量子酶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6986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思蔻 植萃莹润修护手部护理套盒植
萃滋养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699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多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05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显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邺基A1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邺基A3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邺基A2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喜蕾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AQ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18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2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玑舍 酵母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29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盈
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盈
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纤姿娇弹嫩两部曲组合 -纤姿娇弹嫩盈
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暨美龄 晶莹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6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润丝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88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FUNNYMEET净肽因子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90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玛茜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玻尿酸滋养
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9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茜卡钠植萃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099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发茂堂植物酵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01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红石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1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忆美胶原蛋白营养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37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ALLPHI红石榴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4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致雅吟小分子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52 广州诺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百丽·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1 广州妆宸贸易有限公司
欧施乐水漾盈润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水漾盈润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水漾盈润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彼年蔻雾面丝绒滋润口红 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5 广州姿岚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施乐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6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多肽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多肽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施乐多肽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彼年蔻雾面丝绒滋润口红 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75 广州姿岚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保湿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82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专人订制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专人订制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专人订制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88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丽姿尊宠盈润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94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黄金胶原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199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3 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05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4 姨妈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06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柏颜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娇柏颜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娇柏颜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润氏德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润氏德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润氏德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2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UAU 黄金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 黄金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 黄金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4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左芬类人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51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嬌瑪仕注氧黄金净化泡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60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左芬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61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左芬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62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左芬酵母菌亮泽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67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玖娜丝眼部紧致保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78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
厂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知遇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397
百年知遇（广州）微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调理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0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0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腹部滋润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0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通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0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腹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1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修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1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1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17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舒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2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舒缓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2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2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鲜绿叶维生素原B5补水舒缓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26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爸爸艾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3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新生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新生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新生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芬类人胶原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46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仕维  臻颜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47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KEO烟酰胺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5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娜 滢润修护原液组合-滢润修护原
液1号+滢润修护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58 广州海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水润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水润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水润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紧
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紧
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紧
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KEO玻尿酸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7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海葉神藻海藻草本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499 广州道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08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雍堂 润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润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雍堂 润颜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水晶养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水晶养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水晶养护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乐美千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4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乐美千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4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乐美千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24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yLocket梵兮之匣 哑光丝绒唇釉 
L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33
广州有容有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雅诗丹妮培元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培元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培元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56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唇纷晚安透亮嫩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78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法缇丽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89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9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9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59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童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0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9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9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莹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19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0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妆佳人 智慧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4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玫瑰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玫瑰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玫瑰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2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活性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30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宾姿草本畅爽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33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角鲨烷微晶安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3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菲斯科琳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49
广州花想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61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力宣言珍珠晶透皙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珍珠晶透皙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珍珠晶透皙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7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雅卡倪娜 珊瑚藻肌密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81 珞雅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芙后艾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694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溪坊臀养套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00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溪坊臀养套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03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纯色引诱唇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0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纯色引诱唇膏11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1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纯色引诱唇膏10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2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纯色引诱唇膏12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2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蛋白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蛋白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水润蛋白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面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面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恋净颜调护组-净颜面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蕾卡絨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42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丝圣黛腹部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4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梦 丰盈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52 广州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梦 活力亮发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53 广州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11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5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15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5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14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6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18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6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12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7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13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7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14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7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紫草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84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雍修堂 疏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 疏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779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IZLAN魅芝兰丝绒诱惑持妆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3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AET蓝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蓝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AET蓝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2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3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3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3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4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Velout Repair胶原蛋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胶原蛋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胶原蛋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红石榴活妍焕采护肤套装-红石榴
活研焕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ZHICAI眉目柔情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6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喜善气韵生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77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喜善气韵生润颜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83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喜善气韵生润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87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喜善气韵生润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892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冻干粉+赋
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冻干粉+赋
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冻干粉+赋
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zzBuzz巧克力丝滑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65
广州伊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贵妇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贵妇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贵妇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贵妇钻石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贵妇钻石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贵妇钻石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7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深透净颜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75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林小熊烟酰胺透润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78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视本草五轮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80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峰丽棠 清痘滋养平衡套-清痘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8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林小熊氨基酸保湿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85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林小熊沙棘果油养润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86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林小熊白池花明眸水润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87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 清透美肌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9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 鱼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799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仕维  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00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臻颜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01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青春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02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臻颜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06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臻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07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晶纯奢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10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青春沁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15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净颜洁肤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3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秀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仕维  臻颜瓷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5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温泉水光活性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温泉水光活性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温泉水光活性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2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仕维  柔皙清透隔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37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39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  柔皙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42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ISEES神经酰胺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ISEES神经酰胺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ISEES神经酰胺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补水保湿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补水保湿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补水保湿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紧致修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紧致修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紧致修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aSys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eraSys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eraSys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6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羽思雅红石榴焕亮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红石榴焕亮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红石榴焕亮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匀净焕亮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匀净焕亮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匀净焕亮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清颜净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清颜净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清颜净肤隐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水木清华套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8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木本水源套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09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涵多肽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15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斯密语唤醒冻干粉+唤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16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素恩儿 蜗牛冰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17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梦幻爱洛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18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幻彩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22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FAICAILU赋活水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2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FAICAILU赋活水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2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FAICAILU赋活水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2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梦幻柔情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25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维斯密语幻彩柔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33 广州朗顿基因工程有限公司
她漾深爱臻彩口红（本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50 广州她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她漾倾心亮泽口红（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58 广州她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她漾自然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61 广州她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岚鸽 微态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魅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态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魅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态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魅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6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娇润唇膏05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7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7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水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水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水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7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娇润唇膏08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沁润理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沁润理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沁润理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倍润精纯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倍润精纯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倍润精纯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润肌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润肌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润肌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8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娇润唇膏06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9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娇润唇膏07 粤G妆网备字201903819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量子焕颜套-多肽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00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儿康堂山茶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02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量子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12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一能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20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靶向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34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56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白清肌净颜管理套水动力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59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诗妍 多肽舒缓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多肽舒缓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多肽舒缓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金桂梦幻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67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優尚誠品芦荟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68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76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優尚誠品草莓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93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9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9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29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乳木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3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ecells眉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透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透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透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優尚誠品柠檬清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07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素生活玫瑰花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11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ILLION  UNITE 时光赋活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14
欢喜慧德（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SUZIEMAC奢姿魅潮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29
广州蛋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LLION UNITE 逆颜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37
欢喜慧德（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瑞佩尔活颜醒肤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38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焕颜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40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 时光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48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梵希红樱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70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见美微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沁肌鲜颜亮泽套组 沁肌妍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3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美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1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灵芝润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28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葛根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36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营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3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红景天晚安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39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灵芝水漾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50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加白美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52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抹丽挺丰盈嫩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68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茶树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0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异草豪阁茶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4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芙泉烟酰胺水嫩肌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烟酰胺水嫩肌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烟酰胺水嫩肌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奢养补水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8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梵诗 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79
丽卡美森健康产业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慕依颜净透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0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依颜清透素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1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草本精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2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依颜清透素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4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依颜玫瑰素颜清透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6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hclr卡玑丽黄金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88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俏加芬烟酰胺原液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2
广州俏加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een Canyon户外运动冰爽喷雾（亮肤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3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uzzBuzz冰晶水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8498
广州伊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妆 寡肽祛痘修护套盒-寡肽祛痘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0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cuhclr卡玑丽臻宠备长炭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3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颜宝丽寡肽冻龄眼霜（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5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NGYAN檬颜水漾冰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7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妆 寡肽祛痘修护套盒-寡肽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8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维皙嫩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09
广州凯维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妆寡肽祛痘修护套盒-寡肽祛痘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0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大米净透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大米净透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大米净透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宝丽寡肽冻龄眼霜（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4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凯维皙嫩肤紧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17
广州凯维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思雅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维皙嫩肤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1
广州凯维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维皙嫩肤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8
广州凯维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维皙嫩肤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29
广州凯维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男士火山泥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尊贵粉红丝带套装—胸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1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肌妍活性肽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8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冻干粉套-蓝铜胜
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冻干粉套-蓝铜胜
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冻干粉套-蓝铜胜
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花肌蔻臻璨焕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7 广州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者鱼子时空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6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肌肤灌注系列水光精
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7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毛
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8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毛
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8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毛
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8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峰丽棠海棠果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9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天女木兰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59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鲜活水嫩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0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诗妈咪 韵美如初套 韵美如初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07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若帝丝香水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0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MOOS苏玫氏我型深润男士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15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歌 强力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17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天女木兰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1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天女木兰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2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天女木兰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24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蕊诗妈咪 宫玺如初套 宫玺如初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28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COMOOS苏玫氏男士加点色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33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歌弹力清香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34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ai香芬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55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尔之谜舒颜修护组合套-寡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56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i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57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64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古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67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碟美蔻保湿水漾透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保湿水漾透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保湿水漾透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金蜗牛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金蜗牛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金蜗牛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7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ZU CBB  蘑菇头弹润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0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妆佳人 珍珠光采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2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 卡秀腰腹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腰腹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腰腹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豆沙色05）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童颜冰肌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童颜冰肌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童颜冰肌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 卡秀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LAMEI柠檬净化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柠檬净化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times红樱桃保湿丰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2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茹碧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3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3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3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枫叶色04）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37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IU茉莉秀 长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38 广州彩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NZHENM 黄金蛋白肽套装 黄金液+黄金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47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美肌之秘多效修护能量套盒-多效修护
冻干粉-多效修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54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番茄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5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车厘子07）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61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西柚色06）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6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姨妈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66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 尤朵臻纯盈润口红（限量999 
08）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1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美颜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美颜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美颜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修容亲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修容亲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修容亲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炫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炫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炫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黄金蜗牛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黄金蜗牛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黄金蜗牛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6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FQD盈彩润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盈彩润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盈彩润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 时尚焦点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79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hMSCEX涵美丝淡纹弹嫩冻干粉组合-涵
美丝淡纹弹嫩冻干粉+涵美丝赋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16 广州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致美多肽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19 广州尚肽美容有限公司
贝兰米塔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21 广州考拉红贸易有限公司

DFN立体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2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FN立体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2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FN立体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2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ZHENM 净化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2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峰丽棠舒缓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3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ARK-NAKED 裸瑟 丝绒雾面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34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枫叶色11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35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枫叶色11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35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枫叶色11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35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ZHENM 生物活性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4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NZHENM  酵母婴儿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45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雾感哑光持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4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烂番茄色
14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烂番茄色
14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烂番茄色
14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蜗牛亮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4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草莓红16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6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草莓红16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6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草莓红16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6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梅子色17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梅子色17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梅子色17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珊瑚色12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珊瑚色12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珊瑚色12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5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小辣椒色
18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0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小辣椒色
18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0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小辣椒色
18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0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复古砖红
色13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复古砖红
色13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复古砖红
色13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68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 卡秀玉腿尊享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玉腿尊享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玉腿尊享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奶茶色15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奶茶色15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奶茶色15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2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IRRY 奢宠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 卡秀臂背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臂背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 卡秀臂背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 美涂无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6 广州禧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RRY 奢宠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鎏金色19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鎏金色19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 BETTY炫彩爱尔兰口红 鎏金色19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79 广州肤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娇 私语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私语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能量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8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舒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87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蝾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90 广州尚肽美容有限公司
艾轻松 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93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派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94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CIRRY 奢宠石墨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9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899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0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盈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茶树清痘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茶树清痘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茶树清痘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轻松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15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皮肤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17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兰氏无龄密码黑金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23
广州布兰氏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峰丽棠海棠果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2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海棠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3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持色雾面唇釉 （桑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3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持色雾面唇釉（辣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3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持色雾面唇釉（熏莓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3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持色雾面唇釉（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3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首乌草本精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41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峰丽棠海棠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4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奶油慕斯唇膏 （幻乐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4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爱栖自己皮肤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50 广州铭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奶油慕斯唇膏 （迷醉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5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玻尿酸奶油慕斯唇膏 （摩卡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花蝶草 茶树清洁控油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茶树清洁控油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茶树清洁控油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玻尿酸奶油慕斯唇膏   （脏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DIRUI烟酰胺保湿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IRUI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植润鲜汁补水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67
广州紫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CEIVE康诗薇多维紧塑套-多维紧塑
蛋白精纯液+多维紧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75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润心 水溶性隔离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76 广州毅颉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首乌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0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 炫彩之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炫彩之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炫彩之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8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净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净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净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玫瑰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玫瑰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玫瑰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舒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舒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舒爽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予柏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44
广东崖柏界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5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5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善美富勒烯多肽焕颜套 多肽冻干粉+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5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苹果自然莹透保湿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77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苹果自然莹透洁面
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78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苹果自然莹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79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苹果自然莹透亮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80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苹果自然莹透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81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丽慕思时光冻龄眼霜套盒-时光冻龄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丽慕思时光冻龄眼霜套盒-时光冻龄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丽慕思时光冻龄眼霜套盒-时光冻龄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0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光感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彤伊生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千伊美  冰川水光活力护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62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  洋甘菊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64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红参蜗牛沁爽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红参蜗牛沁爽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红参蜗牛沁爽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i香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1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黄金娇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黄金娇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黄金娇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玻尿酸保湿雪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玻尿酸保湿雪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玻尿酸保湿雪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六胜肽酵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6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玫瑰保湿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全身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92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 轻呼吸水漾晒后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94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9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肤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297 广州一二三护肤品有限公司



色巧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3 广州伊尔莫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肤清痘净颜套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4 广州一二三护肤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肤清痘净颜套装-祛痘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6 广州一二三护肤品有限公司
古贤道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7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贤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8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贤道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09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丝PIAOSI生姜植萃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28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飘丝PIAOSI生姜植萃控油去屑韧发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31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NIMY焕颜新肌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35
广州尼米优选创意家居有限
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魔皱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3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熊果苷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熊果苷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熊果苷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柔光微醺立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 修护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肌丽多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20
美致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希美莱彩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27 广州朵颜贸易有限公司
雪兰维娅甲油胶 003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39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兰维娅甲油胶 0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44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蒂兰度甲油胶 A42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48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蒂兰度甲油胶 A23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52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希倪 新肌焕肤苹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6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萨茉莉儿甲油胶 006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64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XLY焕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6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茉莉儿甲油胶 069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69 广州禾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fen安缇纷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74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法枘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75 广州保莹贸易有限公司
NANJIMEIJI水光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89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91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贝拉美拉BM胶原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92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LY焕彩亮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94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美拉微波净肤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499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美拉冰肌活力赋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02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美拉零界净化肽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05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美拉水解复合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07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拉美拉水润驻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08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R.BeauTY爽肤汽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11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R.BeauTY清透汽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13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DIJA赫迪娅酒粕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15 广州古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掌柜紧实能量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17 广州永腾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梵依曼 全身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全身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全身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hken 经典香氛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2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Pahken 帕克绅士复古啫喱(加强定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6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Pahken 经典香氛赋柔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7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Pahken 非凡质感修护发膜(免蒸型护
发）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28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时科兰美肌晒后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30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富勒烯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3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古氨基酸柔丝顺滑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32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Pahken 经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35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倚后小分子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小分子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小分子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kepllai凯浦莱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49
广州凯浦莱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

RMD FEUCHTIGKEITS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FEUCHTIGKEITS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FEUCHTIGKEITS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抗衰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hasari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5
广州仙莎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舒缓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舒缓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舒缓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动力补水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动力补水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动力补水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泛古氨基酸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7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素歌妮诗玻尿酸深层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玻尿酸深层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玻尿酸深层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胶原蛋白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胶原蛋白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胶原蛋白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OLIVE BLACK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1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SENG BLACK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4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GIVES BLACK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76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RMD KONZENTRAT ZUR HAUTAUFHELLUNG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KONZENTRAT ZUR HAUTAUFHELLUNG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KONZENTRAT ZUR HAUTAUFHELLUNG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ANTI-FALTEN-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ANTI-FALTEN-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D ANTI-FALTEN-KONZENTRAT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LOFANG FAST BLACK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39597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0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hken 经典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08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卡蒂莱精粹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2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DOLE幻绿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2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sari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31
广州仙莎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蒂莱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3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胶原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4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ightness COCONUT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43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灵 玻尿酸赋养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4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灵 玻尿酸赋养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4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灵 玻尿酸赋养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4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心之选黄龙胆护颜静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5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滢泽晶透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滢泽晶透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滢泽晶透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迪玉永恒的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79
广州市花迪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栀美栀子花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8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VOJO HSRT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3969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美颜杏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0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洛诗 清肌柔肤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07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TDNA海洋矿物质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海洋矿物质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海洋矿物质遮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神经酰胺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神经酰胺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神经酰胺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 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蓝海矿泉舒润水漾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矿泉舒润水漾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矿泉舒润水漾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栀美栀子花靓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玉露玻尿酸盈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玉露玻尿酸盈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玉露玻尿酸盈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妮尔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4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净肤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68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熙驻颜凝时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1
广州卓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水光动力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动力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动力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水光多肽补水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水光多肽补水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水光多肽补水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7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洛诗 水漾年华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80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君子兰子玉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79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肌胶原新肌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03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存爱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05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丽姿寡肽滋养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丽姿寡肽滋养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丽姿寡肽滋养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心之选大马士革玫瑰滋养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23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27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养芳润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0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娇洛诗海蓝密语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4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NE DANCE光感美肌CC棒（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5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水霸舒缓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霸舒缓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霸舒缓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养芳舒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8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氨基酸洁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39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NE DANCE光感美肌CC棒（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45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娇洛诗 御颜雪肌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47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丽倩烟酰胺能量生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烟酰胺能量生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烟酰胺能量生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贞 薰衣草去角质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65 广州伊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养芳润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67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四季养芳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76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ELDETEJ 小灯泡黄金寡肽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DETEJ 小灯泡黄金寡肽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DETEJ 小灯泡黄金寡肽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季养芳畅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82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EPSA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86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ZHEN Graphene biologic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92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滋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95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奢妍弹力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奢妍弹力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奢妍弹力记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8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YO左柚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2 广州左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提亮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提亮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提亮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度逆时光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9 广州市白云区茜妃化妆品厂
肤美度逆时光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9 广州市白云区茜妃化妆品厂
肤美度逆时光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09 广州市白云区茜妃化妆品厂

肤桂荣妍铂金弹性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铂金弹性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铂金弹性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美玫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蝶澜生物糖胶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19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妍皙烟酰胺美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美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美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美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澜烟酰胺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8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 美颜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2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灵兰缇香 赋活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日吻龙血树复合多肽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36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BEICARE蓓造私美甜橙鳄梨深层护理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42 广州锦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佳美 水凝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43 广州雅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 粉漾甜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45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蝶澜生物糖胶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1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多莉 姿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蝶澜烟酰胺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4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烟酰胺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5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斑俏美颜调护生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58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澜生物糖胶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60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B3烟酰胺嫩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70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SU她素火焰慕斯12色眼影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71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SU她素茉彩庄园十二色眼影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75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SU她素茉彩庄园十二色眼影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77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R.BeauTY保湿汽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81 广州慧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透亮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透亮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透亮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39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舒润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舒润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洋甘菊舒润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美百丽 苗氏胸部娇韵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美百丽 苗氏胸部娇韵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美百丽 苗氏胸部娇韵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多肽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多肽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多肽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补水透亮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补水透亮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补水透亮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博士石墨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43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清爽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清爽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清爽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博士石墨烯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58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黄金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黄金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皙皇黄金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EAKA深层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0094 广州星铂商贸有限公司
法枘洋甘菊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01 广州保莹贸易有限公司

齐颜再生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10
齐颜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芙妮水黄金寡肽焕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1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芙莱雪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18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宝宝精制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32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颜琼 精致俏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精致俏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琼 精致俏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宝宝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3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恩宝 净润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净润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净润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滋养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玻尿酸赋活分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玻尿酸赋活分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派美业玻尿酸赋活分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宝宝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0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恩宝 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魅力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净润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净润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净润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腿部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腿部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腿部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64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安恩宝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尔拉水光赋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68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Saville&Quinn 萨维尔.琨深度修护保
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71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77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80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孕产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87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安恩宝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NSESHA仟色莎速干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19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亮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02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Saville&Quinn 萨维尔.琨生姜深度修
护洗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0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YMANE爱玛妮双头立体塑形眉笔（柔和
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3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IYMANE爱玛妮双头立体塑形眉笔（柔和
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3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IYMANE爱玛妮双头立体塑形眉笔（柔和
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3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益堂舒活净化套组-舒活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48 广州凯盛药业有限公司
优碧丝蜗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49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聂美人蓝光幼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50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益堂舒活净化套组-舒活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51 广州凯盛药业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多肽冻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54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KETOSAY喜欢说唇动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56
广州市希诗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MCHIPO葆之琳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67 广州雅舒化妆品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多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2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结义地江水多肽冻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4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香谜语 悦己酷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8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
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
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
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香谜语 悦己双头修容棒-阴影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0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赋活能
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赋活能
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泽汇康之星幸福之源调理套-赋活能
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微冠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伊香谜语 悦己双头修容棒-提亮浅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288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朵洋甘菊原液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31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甄玫姿细致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3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维肤多肽修复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多肽修复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多肽修复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DTREE燕窝沁润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7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TREE奢金寡肽修护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19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TREE奢金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29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生物糖胶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31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道源 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39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逸道源 龙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42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缔莉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缔莉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缔莉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迪圣雅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50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50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迪圣雅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50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博士石墨烯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52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玫姿滋养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57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skin莱欣 洋甘菊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64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玫姿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67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滋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68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69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滋养爽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70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素颜玉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71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清颜玉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72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妙龄美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73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小核菌平衡净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8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8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逸道源 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87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CS GARDENIA杏仁酸亮颜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69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芊思幸福之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01
广州博御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1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一生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1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尊享套盒-雪颜
美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19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尊享套盒-雪颜
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20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侬之颜舒缓亮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2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舒缓亮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2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舒缓亮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2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家专属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25
广州蓝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纪芬雅六胜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31 广州市贡盈贸易有限公司
莉维美玻尿酸润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玻尿酸润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玻尿酸润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3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森炫粉劲爽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57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O红茶净肤润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64 广州众脉商贸有限公司
科森黑霸酷派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66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易妆芦荟清爽净透卸妆水（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67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任性卵壳膜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70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Lightness GINGER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7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易妆樱花洁颜亲肤卸妆水（倍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79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丽芙蔻白茶净颜细致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85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ghtness PAPAYA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95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蔻活泉水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79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ghtness GINGER PERMAN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08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HZCNEP 铂金奢华弹力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2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净化滋养套-净化滋养能量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26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活力滋养套-活力滋养能量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28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活力滋养套-活力滋养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30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ZCNEP 蜗牛保湿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3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媓聖堂盈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37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源康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3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草本能量套-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39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ZCNEP 水漾盈彩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4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小艾草本植萃赋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4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HZCNEP  蜗牛多效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4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燕窝沁润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妮迪 玻尿酸蚕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芙蔻 铂金幼龄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3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益堂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媓聖堂盈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58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ZCNEP 水动力娇柔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6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雅白玉 茉莉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6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媓聖堂盈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74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后芦荟蜂胶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7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梵尚先生午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81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尚先生破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86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净元素亮肤精华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88
广州净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元素紧致精华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90
广州净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媓聖堂盈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92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思梵尚先生纯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94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净元素滋养精华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0896
广州净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丝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媓聖堂盈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09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微晶肽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1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益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15
二益丹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妙生妍沐浴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生妍沐浴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生妍沐浴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生妍去角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生妍去角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生妍去角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莹润柔肤润养套-盈润柔肤调配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28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菁贵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菁贵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菁贵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水润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水润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芦荟水润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青春肌因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媓聖堂臻萃水润修护套-活力保湿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55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活力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63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活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64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臻萃水润修护套-活力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69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活力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70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莉宝Milk+strawberry activate 
nourish mask牛奶草莓活力滋养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74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Q10 tight watery maskQ10紧致
润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76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Tea tree oil control-oil 
mask茶树油控油清痘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79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Collagen white tender mask胶
原蛋白嫩滑细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0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Pearl whiten brighten mask珍
珠净白亮采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Milk white smooth moisten 
mask牛奶白滑润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2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Cucumber moisturizing and 
brightening mask青瓜水莹透亮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3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Milk bright and smooth mask
牛初乳亮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4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媓聖堂臻萃水润修护套-孔雀石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6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莉宝Egg shells slip rejuvenation 
mask鸡蛋嫩肤弹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7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Pure milk whitening mask 
silk slip纯牛奶美白丝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89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No time to mask deep-sea 
pearl white深海珍珠无暇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9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姿蔻清源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93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清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0998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清源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00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臻萃水润修护套-灵芝水润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04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06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能量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13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焕颜莹亮修护套-焕颜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14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婳纯胶原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1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澜姿蔻能量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20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焕颜莹亮修护套-焕颜莹亮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25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柏雅胶原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2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媓聖堂焕颜莹亮修护套-焕颜莹亮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31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雅玻尿酸深层锁水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32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媓聖堂焕颜莹亮修护套-焕颜莹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34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臻萃水润修护套-焕彩盈润水光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35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媓聖堂焕颜莹亮修护套-焕颜莹亮柔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43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亮肤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亮肤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亮肤保湿婚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肌优+多肽活性安瓶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5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伯诗华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伯诗华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伯诗华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鸽腰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腰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腰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AME 弹力蛋白舒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7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岚鸽美臂腿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美臂腿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美臂腿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腹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腹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腹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背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背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背部肌肤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润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07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Skin 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07 国妆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ELOVE存爱·魅惑丝绒口红 183#南
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6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VELOVE存爱·魅惑丝绒口红 182#日
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7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莉雅清柔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莉雅清柔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莉雅清柔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清透醒肤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191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VELOVE存爱·魅惑丝绒口红 185#豆
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35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醒肤补水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4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4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OOLINSE红颜鲜活肌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5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子烟酰胺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55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天子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56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天子咖啡因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5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秀柔八杯水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水润亮泽隔离霜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6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脊美堂靓丽花园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70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颈上添花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80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81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6789水润亮泽隔离霜 0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28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脊美堂精金百炼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01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子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02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6789水润亮泽隔离霜 03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0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脊美堂手足情深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16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萝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20 广州花漾美妆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FaciaIPro玻尿酸寡肽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26
美林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脊美堂胸有成竹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32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提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提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提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哲烟酰胺精华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47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XCD柔美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49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青春女神套盒青春女神原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5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ollient du Monde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74 广州婀迪徒护肤品有限公司

花酿 绝色丝滑固妆乳（肤色固妆）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86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蓓乳木果婴儿防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389 广州喜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柔皙清颜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柔皙清颜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柔皙清颜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柔顺健发营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07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皙博 多肽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0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莉维美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杏仁酸净肤匀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杏仁酸净肤匀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杏仁酸净肤匀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蓝铜胜肽创舒冻干粉+蓝铜胜肽
创舒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蓝铜胜肽创舒冻干粉+蓝铜胜肽
创舒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蓝铜胜肽创舒冻干粉+蓝铜胜肽
创舒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头皮健发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27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对松堂橄榄鲜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对松堂橄榄鲜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对松堂橄榄鲜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lout Repair角元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秀1生净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48
广州康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印青品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印青品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印青品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印青品富勒烯清润提亮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印青品富勒烯清润提亮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印青品富勒烯清润提亮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la Six Days别墅六日雪凝肌赋活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la Six Days别墅六日雪凝肌赋活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la Six Days别墅六日雪凝肌赋活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之语 水光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91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之语 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92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之语 胶原蛋白多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93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之语 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494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黛尔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06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诗黛尔
化妆品商店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轻畅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草本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
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
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玉茹康草本养护套装——活力修
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腰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臀部养护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肩颈舒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畅快舒活养护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韵源滋养草本套装——活力修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姜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姜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深植萃草本精华套-姜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立体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立体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QD立体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脊美堂生机盎然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6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KC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8
广州百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8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茶植萃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86 广州嫒仕芬贸易有限公司
美人肌燕窝多肽鳄鱼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8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XCD丝柔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9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黄金马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黄金马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黄金马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提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提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黄金多肽紧致提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2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ZHITANG玻尿酸补水保湿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29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CD清透丝盈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7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静雅舒舒爽养护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XCD丝感柔滑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2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AIN.SDD晶钻奢养套-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套-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套-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脊美堂神清气爽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6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怡爱水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48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小青瓜净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小青瓜净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小青瓜净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靓丽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靓丽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靓丽遮瑕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6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6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XCD霓彩之恋唇膏-BF01星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79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霓彩之恋唇膏-BF03气质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8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魅色炫彩唇膏-YF01星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84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魅色炫彩唇膏-YF03气质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90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迷媚闪耀唇膏HF01星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1694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霓彩之恋唇膏-BF02草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0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魅色炫彩唇膏-YF02草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04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月光女神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15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阳煦山立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20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淋漓尽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30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CD迷媚闪耀唇膏HF02草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33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XCD迷媚闪耀唇膏HF03气质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34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后天之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42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舒缓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44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美溯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48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彤烟酰胺保湿提亮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59
广州秋雁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OWERS DAI KEE赋活美肌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0 广州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纯眼睛绽放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眼睛绽放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眼睛绽放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翘密媚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翘密媚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翘密媚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LOWERS DAI KEE鲜肌奢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8 广州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娇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肌点大米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0 广州诺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鹿咖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鹿咖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鹿咖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HANSHILAI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HANSHILAI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HANSHILAI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深眸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深眸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深眸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大眼睛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大眼睛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大眼睛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馨养源 乳香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7 广州馨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养源 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8 广州馨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IKE红樱桃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LEIKE红樱桃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LEIKE红樱桃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痘娘美业逆转时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2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琪纯QICHUN晴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晴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晴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瑜娇 舒展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展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舒展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琪纯QICHUN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大地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ENGHUAMEI梦华美美眉自动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ENGHUAMEI梦华美美眉自动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ENGHUAMEI梦华美美眉自动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馨养源 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90 广州馨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悦蓬松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1794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炫目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0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瑜娇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理氏赋活亮颜冻干粉+焕亮理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18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VELOVE存爱白藜芦醇平衡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22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VELOVE存爱白藜芦醇保湿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23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47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恋时尚肌肤保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48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凯瑞 黑珍珠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1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黑珍珠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1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黑珍珠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1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凯瑞 黑珍珠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1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蝶草 牛樟紧致养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牛樟紧致养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牛樟紧致养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纳豆水养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纳豆水养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纳豆水养滋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67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夜爆爆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7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72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初恋素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89 广州葆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爱初恋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91 广州葆丽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玉昭妍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899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玻尿酸莹润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莹润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莹润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翎   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3 广州镭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祛痘无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祛痘无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祛痘无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0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CENT CHANT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1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清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8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新活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2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玫瑰水嫩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3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异果蜗牛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异果蜗牛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异果蜗牛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清妃多糖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45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巨补水靓肤倍润套装+靓肤倍润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46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玫瑰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51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清妃丝滑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52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植茵子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5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荟萃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鲜润保湿左旋维生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清妃水光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76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77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莹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莹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莹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PETREE 多效嫩颜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8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尊享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8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清妃玻尿酸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83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玫瑰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8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1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媚天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RETO  GOLDR RUBB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GOLDR RUBB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GOLDR RUBB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199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修颜柔雾气垫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1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ZZCAT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JAZZCAT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JAZZCAT LIQUID STEE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润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润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水润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修颜柔雾气垫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5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多肽焕彩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09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ENT CHANT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0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尊享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薰衣草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佰惠多肽活力嫩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7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多肽滋养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多肽滋养嫩肤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19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多肽滋养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RETO MAXMUM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MAXMUM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ETO MAXMUM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她美 透爽愉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7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CHANT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28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肩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肩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肩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文熙AimerVinci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5 神洲（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艾文熙AimerVinci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6 神洲（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TWINSS苔丝蓝酮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3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花蝶草 燕麦润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燕麦润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燕麦润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冰鲜·靓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冰鲜·靓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冰鲜·靓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WINSS苔丝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4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蕴柔高能氨基酸嫩肤沐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蕴柔高能氨基酸嫩肤沐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蕴柔高能氨基酸嫩肤沐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5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WINSS苔丝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5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尊享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ENT CHANT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1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美官汀荟萃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3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官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7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冰肌雪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08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KLOLi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11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之艾赋活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18 广州汉莱商贸有限公司
YKLOLi清爽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28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古绝色 植萃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33
广州保德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深海鱼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3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紧致舒缓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3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Sexy Buttock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Sexy Buttock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Sexy Buttock 
Enhance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Hair Follicle Repair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Hair Follicle Repair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Hair Follicle Repair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1号色轻透无瑕艺术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61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平衡自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6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7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禾酵素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78 广州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柔情蜜意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柔情蜜意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柔情蜜意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8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VC甜橙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能量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能量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能量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GINA G焕印雪耳减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5
广州赛琳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康魅影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魅影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19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COLOR  BLEACH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0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0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1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幻彩润色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17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依兰焕颜雪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从古颜 蓝铜胜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3
广州从古创时美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官汀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植物精粹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xury finger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27 广州朵凌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多方位水能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多方位水能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多方位水能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琴海之香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琴海之香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琴海之香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光之美活泉润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光之美活泉润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光之美活泉润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品悦备长炭深润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品悦备长炭深润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品悦备长炭深润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水嫩净透小黑膜（净颜控油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水嫩净透小黑膜（净颜控油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竹炭水嫩净透小黑膜（净颜控油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姿宝  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59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玛姿宝 水元素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60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FUHOVILA芬华微蓝水凝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63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朵清洁补水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81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膜朵玻尿酸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282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YOSUNGOOD胶原弹嫩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67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赫娜朵 臻润焕妍净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7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娜朵 臻润焕妍净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7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娜朵 臻润焕妍净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7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澳 深海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72 广州澳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伟泓 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75 广州市伟泓美容有限公司

伊杉美恩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80
广州市恩上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秀妃鸢尾花活肤按摩双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94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SON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495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ISSON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0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心之选玫瑰原香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1
广州市淳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FUD 绿豆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3 广州多肤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SO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4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之初KooBoos汝亦舒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7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心之选多肽紧致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08
广州市淳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思雅水光肌莹润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水光肌莹润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水光肌莹润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塔赫活性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13
广州市菲塔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倩纪水漾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14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微醺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29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迷恋溢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4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赋活自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平衡自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多肽修护保湿面膜（保湿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多肽修护保湿面膜（保湿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水光多肽修护保湿面膜（保湿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3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0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轻薄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3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水光纯肌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淡纹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淡纹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淡纹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立体阴影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49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草菲梵栢草容色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1 广州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赋活自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3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寡肽修护肌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净颜鲜氧水润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净颜鲜氧水润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净颜鲜氧水润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绒雾哑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7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草菲梵栢草容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58 广州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儿蔓妮水光娇嫩滢润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64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尘心白睡莲安萃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65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栢草菲梵栢草容色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67 广州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倩纪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70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比卡尔冰感舒肌黑金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8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冰感舒肌黑金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8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冰感舒肌黑金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8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薇倩纪凝采美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89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平衡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90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比卡尔冰丝抛光性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9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冰丝抛光性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9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冰丝抛光性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9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薇倩纪水润炫色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42595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尊享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0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HAIR 
STYL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0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轻透柔光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07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1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一 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4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瀛3D丰盈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6 广州嘉瀛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瀛3D丰盈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6 广州嘉瀛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四色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三合一立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8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平衡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19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UNEED赋能青春定格套-青春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23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莉语氨基酸丝滑补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2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NEED赋能青春定格套-赋能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25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莉语氨基酸滋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2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水感透亮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1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薇盛颜仙姿蘑菇气垫霜 01#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5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肤蔻 保湿雾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水感透亮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7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3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水感透亮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1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薇盛颜仙姿蘑菇气垫霜 02#遮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2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精纯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素美玻尿酸水漾盈动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6 广州倾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心之选活性肽动力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48
广州市淳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5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清颜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清颜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清颜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6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ESSENCE REPAIR HAIR 
STYLING WAX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7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玻尿酸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值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77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弹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9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弹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9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水润弹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9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诗韵蓝酮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699
广州百诗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克林娜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00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pai欣派玉颜美肌尊享组合-美肌透
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03
广州金科伟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0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0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亮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0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奶珠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18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可秀植物精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2 广州清可秀美容品有限公司

倾心之选清颜祛痘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3
广州市淳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水水漾保湿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5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塑柯颜 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6 广州泓粤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养目舒眼部亮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4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目舒眼部舒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绝配情人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蘭飛焕能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蝶草 橙花补水海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橙花补水海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 橙花补水海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咪九九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1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 绝配情人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绝配情人BB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7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敬好堂草本植物调理舒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95 广州兰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老泉水感轻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2798
广州市海老泉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菲悦尔 凝润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1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yAroma水精零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水精零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水精零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多肽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15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秀妃胶原收紧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2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 弹力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2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嫁接睫毛膏组合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嫁接睫毛膏组合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嫁接睫毛膏组合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荙焕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47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亮肌净润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52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兰荙焕颜亮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53 广州峰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涵紧致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54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净透卸洗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59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61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嘉美精致柔美持久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6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精致柔美持久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6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精致柔美持久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6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亮颜洁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67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生源 粉红关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72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施溶尔美颜修护冻干粉+嘉施溶尔多
肽赋活溶酶+嘉施溶尔活力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75 广州嘉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76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79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OER可瑞尔细三角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81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生源 温养固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82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紧致臻颜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8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88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RS宛笙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VORS宛笙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VORS宛笙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颐生源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6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生源 活力康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7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898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0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八杯水净颜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水嘟嘟莹润亮彩唇膏01开运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白玉蜗牛素·鲜活补水润泽护肤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白玉蜗牛素·鲜活补水润泽护肤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白玉蜗牛素·鲜活补水润泽护肤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水润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1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生源 能量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13 广州一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丽水嘟嘟莹润亮彩唇膏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1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水嘟嘟莹润亮彩唇膏03暖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1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水嘟嘟莹润亮彩唇膏02润红梨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2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澳 深海珍萃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33 广州澳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澳 海洋青春紧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36 广州澳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玻尿酸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60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62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胶原蛋白弹力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68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馨语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69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梵麦如雪亮泽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7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隔离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77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姿热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78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Narcy 富勒烯雪肌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净颜美肌修护冻干粉+韵植颜净
颜美肌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肌婴儿肌柔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玻尿酸驻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鼻部美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鼻部美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鼻部美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肤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植颜水光祛痘冻干粉+水光祛痘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299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珍珠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珍珠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珍珠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佧唯KOOVII甲油胶（可卸磨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1 广州佧唯商贸有限公司
佧唯KOOVII甲油胶（可卸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3 广州佧唯商贸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依依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依依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依依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美美小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美美小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吉祥如意套-美美小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青春美芭修护冻干絮+韵植颜青
春美芭纳米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2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恒萃堂美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萃堂美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萃堂美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佧唯KOOVII甲油胶（可卸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5 广州佧唯商贸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水立方玻尿酸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3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MG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MG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MG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MI闺蜜名妍靓肤美颜套-LOVMI闺蜜
名妍多效调理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72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香西域百草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3084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暨新颜肌肽逆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7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聂美人植物去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77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9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2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康酵母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0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雅康酵母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0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雅康酵母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0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高倩晶钻童颜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0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古利亚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06 广州欧奈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丝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0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山金车优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山金车优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山金车优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VATINO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VATINO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1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VATINO KERATIN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植物修护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植物修护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植物修护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吉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5 广州欧奈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2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芝净  六胜肽青春定格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舒悦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莹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红颜舒缓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莹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舒悦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3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皙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安肌理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焕颜活氧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润肌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4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RSEELL ANTI-DANDRUFF TREATMENT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5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NATURAL FORMULA HYDRATING 
CONDITI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5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弹力蛋白修护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5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媄漮深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56
广州市泓玺盛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maliao Ultra Smooth Matte Liquid  
Lipstick M20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2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maliao RADIANT Creamy  Concealer 
M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3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maliao GLOW SKIN  ILLUMINATOR 
MAKEUP BASE M39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4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maliao INFALLIBLE  MATTIFYING BASE 
M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5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PALLAMINA PROTEIN TREATMENT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RE-TRUCTUR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RE-TRUCTU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6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INTELLIGENT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丰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7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馨颜臻品修护精华套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76 广州尚肽美容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玉柔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79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清盈碧冰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清盈碧冰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冈斯德清盈碧冰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多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极润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丽羽臻颜修护精华套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5 广州尚肽美容有限公司
美官汀丰盈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透亮无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瑞和活氧赋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水滢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水滢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蚕丝蛋白水滢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玉柔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399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iliya波狄力娅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净颜清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净颜清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净颜清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7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小鲜肉·男士炭黑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小鲜肉·男士炭黑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小鲜肉·男士炭黑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霓尚水光蜂蜜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2
俏霓尚（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倍舒妮娅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5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7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 保湿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保湿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保湿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偏光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4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亲妈咪谷物多肽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3 广州京穗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4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柔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5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水
漾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水
漾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水
漾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靓颜柔肤精品保湿套-靓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精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精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精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金盏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金盏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金盏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屑小停柔滋净养去屑洗发乳（清爽去屑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74 广州今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紫草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80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神经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低聚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低聚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低聚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4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金纯鲜活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09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纳瑞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15
广州市礼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克林娜金纯鲜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19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金纯鲜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29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格丝玫瑰果油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34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醒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35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山茶花温和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37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威丝 活力滋润修复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38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温和鲜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41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娘美业海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44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悦来悦好 悦润保鲜粉亮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47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粉红圆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55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粉红圆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5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娘 美业薰衣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2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玉媚天肌粉佳人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丰盈圆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皱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洁面卸妆免洗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多肽修护溶酶+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7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姿澜·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89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ey box 夜魅星河指抹彩盘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97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魅眼速干眼线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9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魅眼速干眼线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3599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FONBEL YOYO 蜗牛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01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0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日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2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OISSON水光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35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璐海邦芳香肩颈护理套盒-肩颈护理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44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闪耀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4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偏光
蓝）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4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ONGGO唐格儿本色香氛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53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卡蒂莱净肤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5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莱清透保湿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醒肤亮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6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唐艾神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7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赋活靓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赋活靓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赋活靓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枫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7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淑奈儿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8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8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肤蔻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8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9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雪肌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369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水漾紧致容颜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澳 深海净透新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05 广州澳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罗拉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组合- 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5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舞懒人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36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植蜜源 毛孔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43
广州植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清透保湿隔离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保湿隔离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保湿隔离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CU润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5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VCU润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5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妮卡薇懒人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58 广州永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U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清爽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清爽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漾清爽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酷爽丝滑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酷爽丝滑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酷爽丝滑遮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CU润颜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泊泉雅 柔润保湿按摩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润保湿按摩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润保湿按摩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CU润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7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诗儿微晶焕活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8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卡雅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90
广州海纳百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媞玫娜 玻尿酸亮肤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791
广州市铭宇雅辰商贸有限公
司

JANEDANCE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0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CU润颜修护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1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CU璀璨焕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朵卡雅弹润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6
广州海纳百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卡雅弹润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28
广州海纳百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红石榴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透明质酸钠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ΛOLΛI悦宝莱 植萃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47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JANEDANCE氨基酸清透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6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AS 高保湿菁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高保湿菁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高保湿菁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艾诗艺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899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森黛 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0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di Bella毛孔紧实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10 广州鑫尼诗贸易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1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艺多肽醒肤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23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氨基酸精油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2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GUSHIZHE古诗哲赋活丝滑水光肌晚安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3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yaoliyuan清·组合-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3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石斛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52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安秀蜜润水漾粉底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53 广州库佐贸易有限公司
GUSHIZHE古诗哲奢华皙润水光肌嫩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GUSHIZHE古诗哲奢宠丝滑水光肌早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5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安秀蜜润水漾粉底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57 广州库佐贸易有限公司
媞梵薇洋甘菊原液舒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6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6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筱蔻植物精粹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0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筱蔻植物精粹靓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1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染养堂植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植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植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  德国薇昂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79 广州莎茏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头发深层清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8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头发深层清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8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头发深层清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8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零精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86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梵薇黄金蜗牛亮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粉红圆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粉佳人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官汀粉红圆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女性欢心护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ANACASA慕安娜卡莎玫瑰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3999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美官汀丰盈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ANACASA慕安娜卡莎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2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丰盈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3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KA PERSONAL TAILOR水动力胶原蛋
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4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MUANACASA慕安娜卡莎雪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5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DIALLPHI SOD光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ANACASA慕安娜卡莎柠檬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8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丰盈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09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丰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1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1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官汀丰盈圆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1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沉香润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0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之梦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密罗木舒缓亲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田美芙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6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ALLPHI富勒烯优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东妮黑种草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东妮黑种草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东妮黑种草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2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微晶紧致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36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 03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40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 05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41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 02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45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 04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46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柏诺珍珠水润浸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53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魅色臻润口红 01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64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DIALLPHI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6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水光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69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柏诺海洋珍珠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7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白桦树汁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9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密集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9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柏诺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09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MFN镜面娇嫩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13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GIMEVAR杰米微轻盈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1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菁纯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17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ZILAN莜姿兰 铂金靓颜焕采BB霜(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27 广州诺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维他命提亮弹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3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密罗木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3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神炭之灵 备长炭清颜静肤木本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38 广州市香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贝艾美 保湿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55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黑金燕窝弹润补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6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贝艾美 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64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ELLULU 修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66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康诗薇悦颜净透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69
广州市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7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黑金婴儿幼嫩水漾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8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焕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0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尔希富勒烯胎盘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3 广州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1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BRT恩芭迪润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氨基酸Q弹滋养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1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17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多肽焕颜组合（多肽焕颜冻干粉+
多肽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20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VDIED薇第奢华水光无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30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艾依吉丽多种植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32
广州祥缘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柏诺水光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3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依吉丽多种植物酵素复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50
广州祥缘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网大致美光感遮瑕CC霜 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64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柏诺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7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ASBOUTIQE自然裸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81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SBOUTIQE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289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莹润保湿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17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美肌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25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27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28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臻润修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29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30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32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玉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34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61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389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Queen多肽修护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648 佛山市托普秀贸易有限公司
发誉胶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686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质维C防护隔离套-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689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A+M氨基酸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69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12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靓肤套-活力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24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靓肤套-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25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靓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27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蜂胶祛痘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28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修护套-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56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修护套-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57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瑄堂养颜修护套-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58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蜂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772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梦姿海藻活氧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12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风艾纳尔私人定制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25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桂花鲜活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桂花鲜活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桂花鲜活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娜蚕丝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33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48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馨语胶原蛋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52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水润滋养香
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水润滋养香
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水润滋养香
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OUCIHA赋活米浆清酒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7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风艾纳尔甘氨酸祛痘净颜套-甘氨酸
祛痘净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8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海棠果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8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璟辉女神润发能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88 广州璟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8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知美源舒美净畅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2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抹丽挺丰盈激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23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34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草本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3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知美源舒美净畅颐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40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养润丝香
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4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养润丝香
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4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养润丝香
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4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秀玥伊人尊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53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麦角硫因微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6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蜂胶净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73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蜂胶祛痘调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74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宜生臻品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75 广州大聚惠科技有限公司
惠宜生万通温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77 广州大聚惠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麦角硫因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79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酵生机酵素肌肤屏障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86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酵生机酵素肌肤屏障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86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酵生机酵素肌肤屏障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86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值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92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梦姿水光焕颜膜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4994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值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06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产后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1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瑄堂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11 广州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肌蜜养肤美颜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18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崟小棕瓶抗氧化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崟小棕瓶抗氧化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崟小棕瓶抗氧化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尊享套盒-雪颜
美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39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DIALLPHI谷胱甘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4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肌蜜养肤美颜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4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净化微排养护套-净化微排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45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梦姿水光毛孔隐形冻干粉（溶酶+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46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肤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康肤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康肤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艾梦姿酵素调理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59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净化微排养护套-佰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63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HAIR DEVELOPER OXIDA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嫣密植萃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嫣密植萃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嫣密植萃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净化微排养护套-净化微排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7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温和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83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8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焕颜靓肤套-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8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AL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8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鎏金眼纹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091
海纳百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 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15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CYGNE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20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立体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29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AL CURLY 
NEUTRAL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AL ION 
PERM NEUTRAL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ULTI-FUNCTIONAL PERM 
LOTION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梦姿紧致抗皱冻干粉（溶酶+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39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DYWINS ARGAN OIL COLLAGEN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4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ECHER BAMBOO CHARCO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梦姿多肽亮肤冻干粉（溶酶+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46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SECHER BAMBOO CHARCO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4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梦姿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51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睿娜悦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57 广州圣婕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60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之谜维C亮肤鲜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驻颜之谜维C亮肤鲜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驻颜之谜维C亮肤鲜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自拍女神小分子精萃保湿量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68
日森药妆（广东）医药有限
公司

驻颜之谜寡肽复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驻颜之谜寡肽复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驻颜之谜寡肽复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矿物护肤悦享套-矿物净肤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1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艾曦堂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植萃净化护肤套 清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舒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4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舒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6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玉峰韵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79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颐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3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 CYGNE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4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CYGNE嫩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5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CYGNE嫩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6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CYGNE丰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7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CYGNE丰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88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  清透净颜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90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BOSECHER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539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馨语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3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川之蔓益养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7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薇水飞蓟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08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之初葉 修护冻干粉+修护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17
广州暨创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布鲁森婴儿多效祛痱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24
查尔斯乔治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DIALLPHI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25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MAPALACE多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26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弹性单色眼影膏 z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6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4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4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4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滋 牛奶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51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斯佩澜 雪颜亮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53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康养身能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58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 CYGNE疏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71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栩栩如真速形眉笔01深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7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栩栩如真速形眉笔03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84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栩栩如真速形眉笔02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8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之蔓氨基酸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88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虾青素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虾青素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虾青素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胜美 眼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0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JuBaiLi聚柏丽氨基酸丝滑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1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gelllai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I 多美丽 臻美焕颜修护组合-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I 多美丽 臻美焕颜修护组合-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I 多美丽 臻美焕颜修护组合-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SEMMI辣木籽玫瑰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29
神秘果园（广州）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晶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晶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漾晶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 玻尿酸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XCOLATI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薇百合花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7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互芙草本精华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39 广州市炎天商贸有限公司
FEATURES 水漾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产后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正养和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肩部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4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产后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5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汝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雾感哑光口红 z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70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马油香薰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73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洛炫亮魅力唇膏 阿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8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洛炫亮魅力唇膏 阿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8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洛炫亮魅力唇膏 阿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8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曦堂通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通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通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肩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肩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肩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黛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黛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粉黛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净化通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净化通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净化通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姿芙紧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13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正养和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透骨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凝时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29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S蔚蓝水分子-水分子保湿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33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妮兒 晶莹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3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雅泉舒畅能量组合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41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洗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49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S蔚蓝水分子-水分子保湿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53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莱洋甘菊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5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COLATIN HYDRATING SMOOTHING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5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BIOPRO TEA TREE ESSENCE LEAVE-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6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6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6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6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6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依兰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76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动力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依莎多肽修护精华粉+多肽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2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优能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壅堂 时空肌秘冻龄套组 时空肌秘赋
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BIOPRO TEA TREE ESSENC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9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BIOPRO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9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BIOPRO TEA TREE ESSENC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9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BIOPRO TEA TREE ESSENCE 
CONDITI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9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BIOPRO TEA TREE ESSENCE SPRAY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569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0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积雪草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4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海姿芙雪肌透亮宠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樱花水润焕亮粉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雪依莎晶彩弹力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4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薇美雕赋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6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水动力优氧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水动力优氧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水动力优氧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5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S蔚蓝水分子-水分子保湿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63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Q 美颜靓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0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活力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ASSMEI纳思美寡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3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舒醒臀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深层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深层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美肌深层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姜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7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积雪草安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8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雪依莎净颜清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90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妮兒 洋甘菊舒缓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9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海姿芙雪肌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79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0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皙博 如初色彩依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07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0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3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1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4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5活力橙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紧致焕颜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1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颜御坊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21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莹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25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C06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2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紧致焕颜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3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致妍丰富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3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妮兒  鲜颜抗皱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3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碧倩 水源醒肤亮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透肌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碧倩清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4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碧倩 水源保湿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    玫瑰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2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娜丝眼部抚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5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
厂

那么那膜   玫瑰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6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粉丽炫 人参花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5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 致妍丰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6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透肌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6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6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水光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70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水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7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水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7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水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7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洋甘菊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82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83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娜丝 眼部紧致保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86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
厂

丽扬柔肤空气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8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颜御坊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93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89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透肌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0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mini'S 泰迷莉蜗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01
广州真事美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蔻碧倩 多效亮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0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焕彩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0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粉丽炫 人参花抗皱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0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透肌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依莎蓝莓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2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脉堂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脉堂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脉堂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mini'S 泰迷莉蜗牛滋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15
广州真事美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海姿芙紧致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2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后芦荟美肌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2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成兴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25 韩成兴贸易(广州)有限公司

彩韵莱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29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依莎复合肽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30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右蔻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3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樱花水润焕亮粉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3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欧博尔 蜗牛修护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3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彩韵莱美润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37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草本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野菊花宝宝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50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君子兰子柔润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晶致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L.I.D维他命C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维他命C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维他命C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莱肌活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净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6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 绵羊油保湿抗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73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芦荟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7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斯顿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79
广州圣米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80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 湿润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8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 凝采玫瑰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8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 致妍丰富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I.D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维他命B5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维他命B5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维他命B5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ATNNK牛初乳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02
广州修芙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修护冻干粉+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03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精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04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修护精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07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13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唯佳逆龄瓷肌保养套逆龄瓷肌营养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14 广州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宝宝草本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7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清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清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清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富勒烯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REBONDING 
CREAM NO.3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双重补水舒缓蚕丝面膜
（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双重补水舒缓蚕丝面膜
（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双重补水舒缓蚕丝面膜
（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COL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酵母修护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酵母修护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酵母修护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COLLAGEN & KERATI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COLOR CARE SILVE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3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REBONDING 
CREA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REBONDING 
CREA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HAIR STYL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OXIDAN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4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贝西Lanbeixi凝亮活采魅眼套-焕采
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4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火山泥去黑头三步曲鼻贴-黑头吸
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火山泥去黑头三步曲鼻贴-黑头吸
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火山泥去黑头三步曲鼻贴-黑头吸
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祯挚爱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58 广州市韩祯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STYLING WAX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养芳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4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四季养芳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5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1949蚕丝蛋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6 广州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erlty科瑞缇美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7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erlty科瑞缇美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68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 小粉盒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07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ULOVE玻尿酸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12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拍女神修护量子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37
日森药妆（广东）医药有限
公司

速美人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38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舒爽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39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舒畅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0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玉峰韵润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1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玉峰韵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2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纤秀紧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3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颐养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6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颐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47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肩颈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5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身体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5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面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5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6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6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眼部走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62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6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6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STRAIGHTENING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8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道喷呗御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18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玉肌哇塞组合-新
活透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02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08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小牧爱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09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颜御坊洋甘菊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22 广州欧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水祛黑头细致嫩肤套盒-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26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多肽亮颜密匙套-多肽靓颜精
华乳+多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2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容园美水灵弹润蜗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0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七水祛黑头细致嫩肤套盒-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2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清透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清透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清透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水祛黑头细致嫩肤套盒-毛孔细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34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MACA INTELLIGENT CURLY 
NEUTRALIZER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GOLDEN LIQUID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多肽亮颜密匙套-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4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蔻诺.博泉 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5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 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59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雪融水白雪火绒草水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62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婷樱花 骨胶原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7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清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清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清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bC小分子肽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79
冠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娇洛诗水漾年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81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ZURA山水妤姿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87 广州菲比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玉肌哇塞组合-多
肽新活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297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玉肌哇塞组合-新
活亮彩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05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净柔修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婷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13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香水一喷柔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14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U DONO多肽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18
朗乾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亿莲雅妍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4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铁达时中国风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47 广州君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U DONO葡糖苷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48
朗乾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润透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玉肤无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德膜林VC靓肤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66 广州九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细致肌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6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透润精华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6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ACOZA阿克赞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OZA阿克赞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OZA阿克赞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水感沁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水感沁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水感沁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透润精华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7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伊魅莎寡肽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84
广州壹美健康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魔法小屋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鲜妍舒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鲜妍舒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鲜妍舒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3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珍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0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珍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0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珍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0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思语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0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玉肌哇塞组合-新
活立体美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2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亮采透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亮采透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红石榴亮采透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红石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红石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思雅红石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1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DOLE幻粉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2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DOLE幻紫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2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3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玫瑰山羊奶粉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山羊奶粉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山羊奶粉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U DONO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1
朗乾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涵吉萱晶致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2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丽倩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丽倩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初水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49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炫鼎活性肽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55
广州九德丰茂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秋曲玫瑰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56
广州优帝德化工原料有限公
司

莱娜毛孔细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66 广州瑞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特伊魅莎赋妍水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76
广州壹美健康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自然之露清透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87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CHT SK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4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DOLE幻橘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0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梦幻蜗牛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0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梦幻蜗牛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0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梦幻蜗牛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0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恩儿青春皙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13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牛奶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2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香氛水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24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伊魅莎焕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0
广州壹美健康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诗宝莱橄榄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帝上品七叶一枝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6 广东五帝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五帝上品接骨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37 广东五帝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原著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77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7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芙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89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昌 肩颈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肩颈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肩颈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芙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2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芙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3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芙萃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4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乌密亮控油平衡舒盈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597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润泽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润泽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润泽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蒂莱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1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姚氏华秀堂灵芝润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12
广州神一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CS GARDENIA 玫瑰纯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2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朵 玻尿酸保湿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28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雨康芙堂焕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雨康芙堂焕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雨康芙堂焕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 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 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 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培昌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洛蒙费洛蒙梦幻香体贵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79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侣诱粉嫩沁恬精油-女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粉嫩沁恬精油-女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粉嫩沁恬精油-女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66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赋活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赋活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赋活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能量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能量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侣诱能量滋养精油-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0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2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澜滋海雪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28 广州澜滋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33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泰瑞和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3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凝亮活采魅眼套-焕采
明眸能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39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5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59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UVNCOA素颜霜+UVNCOA素颜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62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碧富勒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富勒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富勒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青春植萃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素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素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素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恋XILIAN美肌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4
广州市慕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瑞和皙润无瑕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仙 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67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尊享套盒-雪颜
美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00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淑奈儿 奢宠臻养多效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0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 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0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 肌底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0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敷美人蜗牛修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39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玉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玉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玉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蔻珍珠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44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斯儿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斯儿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斯儿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VETREE Moroccan Argan Oil 
elixir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6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VETREE Moroccan Argan Oil 
ELIX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6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LIMU依莱姆活肌清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63
广州利其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筱蔻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65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彩 男士滋养劲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75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海藻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海藻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海藻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背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背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背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奇姬初见香水系列爱的女孩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01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奇姬初见香水系列倾心于他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11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九炫鼎清润修颜护肤套多肽营养保湿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17
广州九德丰茂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VELVETREE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2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媲妮保湿精粹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26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香施帝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28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姬永恒香水系列我心深处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33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娇洛诗海蓝密语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41 广州欧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姬永恒香水系列一生之最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49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蒙奈儿燕窝丝肽肌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2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Leminuo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多效玻尿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多效玻尿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多效玻尿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罗拉祛痘美肤冻干组合-祛痘美肤
冻干粉+祛痘美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2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不变海盐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美不变海盐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美不变海盐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悦诗焕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7
广州市卓悦诗美妆用品有限
公司

VELVETREE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6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茹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7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7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茹碧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7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纤伊人纳米金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6973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琼妃深层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05
广州市民德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宫廷向氏靓颜醒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靓颜醒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靓颜醒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VETREE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0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水漾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水漾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水漾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焕颜约会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焕颜约会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组合-焕颜约会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娜丝 眼部抚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20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
厂

轩晳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25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晳红参蜗牛清新水漾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33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舒缓光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39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凝润亮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40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紧致清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41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红颜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密丝发芯能亮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53 广州悠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芭鱼子精华系列-鱼子精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65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大理石唇釉套装--M203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8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大理石唇釉套装--M2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8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大理石唇釉套装--M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8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奈儿微晶焕颜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392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兰媲妮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01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润芯肌玻尿酸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润芯肌玻尿酸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润芯肌玻尿酸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 净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1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透润青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透润青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透润青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奈儿燕窝丝肽肌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22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膜力宣言娇嫩亲肤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娇嫩亲肤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娇嫩亲肤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鲜萃舒润金盏花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鲜萃舒润金盏花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鲜萃舒润金盏花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Du杜润亮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35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水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4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奈儿皙肤精华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43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妧斐清润爽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49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minuo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诗悦颜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55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Safilo活泉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5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银玫焕彩角鲨烷营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60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圣骄伊臻美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63
浩宝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Dr.DEMI上正清① 纳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70 广州德米医用设备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多肽胶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7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SHAVISE尚維絲浓缩高泡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76
广州尚维丝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HAVISE尚維絲浓缩高泡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77
广州尚维丝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薇第金桂花鲜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482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Safilo润肌水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0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Safilo 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1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依芙曼 依舒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1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蓝佧 保湿嫩肤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1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樺蒂 安舒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1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超歌草本精萃洁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26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超歌草本醒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39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吟姿清透丝滑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清透丝滑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清透丝滑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蓝佧 玻尿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0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铂生物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
修护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
修护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
修护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至臻能量修护原液套盒-至臻
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至臻能量修护原液套盒-至臻
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至臻能量修护原液套盒-至臻
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铂生物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6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奈儿燕窝丝肽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71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悠兰束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7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兰束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7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兰束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7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NAEL欧奈尔银玫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82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蕾彩富士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90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印象之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93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Du杜润凝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594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菲蜂蜜滋养修护足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1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润泽滋养水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润泽滋养水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润泽滋养水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妆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9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芈妆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9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芈妆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19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第魅惑炫色口红 （#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21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薇第魅惑炫色口红 （#01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2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薇第魅惑炫色口红 （#04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4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薇第魅惑炫色口红 （#03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7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魔蝶 氨基酸净透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8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吟姿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薇第魅惑炫色口红 （#02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40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艾吕草芳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58 广州雨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1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1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1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2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2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中胚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2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馜甄媄男士活力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63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安薇媛海洋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1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掘美侧柏叶润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3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侧柏叶润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3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享精细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4 广州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NAM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NAM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NAM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科曼迪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7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清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81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SAVELOVE存爱·魅惑丝绒口红 184#西
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87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IFZA 匀净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好肌汇导出黑头收缩毛孔套装-好肌汇
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699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亚太女神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微姿态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8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悦·强劲塑型拉丝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09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凝润修护组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13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子兰子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3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子兰子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3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紧致清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37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4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迩莱臻品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4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臻品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4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臻品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4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e美人珍萃肌耀未来丝滑修护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61
广州市贝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FZA肌原光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7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耀耀盛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81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耀焕活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83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耀为舒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85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耀月舒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92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9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9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79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蝶草 玫瑰柔嫩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02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IFZA轻肌舒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1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浓密拉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浓密拉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浓密拉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焕颜光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耀宁芯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1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珮尼诗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舒润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舒润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舒润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美人珍萃肌耀未来丝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33
广州市贝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馜甄媄鼻致透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3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好肌汇导出黑头收缩毛孔套装-好肌汇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41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雯之婳焕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49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妮泉祛痘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56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巧迪诗漫玻尿酸清透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57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补水嫩肤锁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58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补水收紧动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60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迪诗漫玻尿酸净润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63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婴氏宝宝肤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65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涵梵尘多肽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67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7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焕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7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 care triple oil activated 
charcoal whitening to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 care triple oil activated 
charcoal whitening to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 care triple oil activated 
charcoal whitening to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迪诗漫玻尿酸臻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3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之色植物精油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植物精油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香奢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9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氨基酸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肌底精华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8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欧曼茹生物糖胶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00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 美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0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曼茹富勒烯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11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6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12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蓝佧 双重保湿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18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深层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2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水感嫩肤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25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茜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蝶草 玫瑰柔嫩滋养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6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蔻蓓诗 安瓶精华玻尿酸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8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熬康伊生神经酰胺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42
广州康伊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恩宝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恩宝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曼茹优肽赋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49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美肤紧致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5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韵姿紧致轻盈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58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檬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62 广州荟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蝶 清新净颜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66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厘岛冰爽修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67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7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 薰衣草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84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影玻尿酸水润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85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科曼迪雪颜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86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迪诗漫备长炭净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97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之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7999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極古芳 玫瑰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2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蒂斯奢华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6
广州妍美化妆品销售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 维E抗皱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16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正颜顺 红参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38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蓝铜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4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植萃祛痘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触觉密码逆时臻密码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50
广州纳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迪诗漫玻尿酸补水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61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ZIKOU葡糖甘温舒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69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 清水芙蓉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9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斯伦玻尿酸水分子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93 广州雅斯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凯莲 水密匙舒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097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利采草本肌透焕活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01 广州卉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BPN沉香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02 广州宝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怡爱海洋透明质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04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粉红一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09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盼50+++焕亮水嫩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13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欧丝 MIOOSI奢华活肤熬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2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可爱清润裸妆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2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凝妍焕采丝柔莹润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31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若水凝妍焕采丝柔莹润口红（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32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奈仓希幼肌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36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e美人珍萃肌耀未来美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43
广州市贝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5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若水凝妍焕采丝柔莹润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53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高倩 碧优然清润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5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幻颜草光感素颜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6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心佳静多肽玉润亮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69 广州索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光感清透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N双色修容提亮粉 z200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修容提亮粉 z200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修容提亮粉 z200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2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8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慕源玻尿酸水润灌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7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4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80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君子兰子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8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1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83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5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86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ZANMAR'S慕彩魅惑雾缎唇膏03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97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5 粤G妆网备字2019048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0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Sand pink 鱼子酱水感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03 广州市蒂尼希贸易有限公司

YANYINI妍伊妮清爽平衡补水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0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缇丽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0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韩惑水润轻薄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822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4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EYAN特颜雪嫩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5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慕气味实验室系列牛奶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气味实验室系列牛奶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气味实验室系列牛奶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KO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5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DERMA PALACE美颜宫多肽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61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4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茉莉香氛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70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茉莉香氛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70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茉莉香氛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70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婉卿多肽水光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水光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水光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奇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IN.SDD晶钻奢养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魔熙传奇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8 广州魔熙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魔法口袋蜗牛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399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依祈VC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02 广州依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蕴胶原植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04 广州卓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玫瑰 玫瑰养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07
广州市绿香岛日用品有限公
司

奈仓希幼肌寡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13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魔法口袋雪绒花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1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魔法口袋雪绒花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17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westtree熙树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20 广州素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蕴胶原肽水光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21 广州卓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SHERO多肽焕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24
广州新美瑞生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美心佳静多肽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25 广州索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央肌源皮膜素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32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玉妆颜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3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仓希幼肌烟酰胺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39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雅享迷情柔润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42 广州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炭清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炭清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炭清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稻米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5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时光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5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享倾慕迷雾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61 广州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央肌源多效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68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牛油果遮盖润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7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仓希幼肌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78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汪美人姿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80
广州富善成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卡依洛 舒缓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91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ECS GARDENIA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9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央肌源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96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Release Beauty大眼眸惊艳纤维睫毛膏
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48498 广州英菲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9温和派补水保湿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00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XCD幻彩魅惑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0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State No9温和派补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0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蔻蓓诗小安瓶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04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玫瑰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09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tate No9温和派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11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State No9温和派补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13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水润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24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te No9温和派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2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至臻御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29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恒时逆龄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苹果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苹果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苹果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精纯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39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水润滋养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蜜雪儿三迪熊悦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4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迪诗漫玻尿酸水润修护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45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脊美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51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remeBuzzBuzz耀采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52
广州伊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净颜清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5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玉容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活宝祛屑精华露(B)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1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9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9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59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水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06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大姐橙花氨基酸贵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14 广州花乡姐护肤品有限公司
米雨琳蚕丝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22 广州梵亮贸易有限公司
澳雅婷水漾冰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雅婷水漾冰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雅婷水漾冰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美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美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美容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32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铸汉国际 奢华润泽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38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hken 日式头发控油蓬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39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蔓亭人人艾暖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45 广州秉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肌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54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富勒烯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6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富勒烯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6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富勒烯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6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富勒烯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66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轩牡丹青春隔防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0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隔防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0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花丝轩牡丹青春隔防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07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冰芙蓉水光精华焕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13 广州赫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至臻御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2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精纯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24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恒时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3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美肌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31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净颜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3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ANZI添姿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47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臻萃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52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恒时逆龄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58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恒时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59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鲲之美素颜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温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芳阁温泉泥深层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7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紧实活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柔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6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诗蔓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74 广州北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美颈紧致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7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美肌氨基酸羊奶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美肌氨基酸羊奶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美肌氨基酸羊奶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紧致滋养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8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1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2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资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柔润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莹彩柔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79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0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精纯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0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柔润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保湿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1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璟辉女神润发能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16 广州璟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莹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0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清润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诸子青 尊享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5
广州瑞康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丹妤24K烟酰胺金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27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净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3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奢华润泽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4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妍润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45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鲲之美素颜精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4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利蔻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52 广州博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柔润紧致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6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雪肌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6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水润抗皱细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6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莹彩补水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7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7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 lapar帝拉佩尔深层紧致提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8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雪肌塑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8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莹彩柔润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90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净滑祛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9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想爱情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89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西尔维亚雪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00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想爱情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0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纬生堂 赋活至臻套-赋活至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1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赋活至臻套-赋活至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1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理氏 舒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20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赋活至臻套-赋活至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2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坦LEVIATHAN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2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诸子青 尊享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25
广州瑞康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赋活至臻套-赋活至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2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尔维亚滋润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36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保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保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保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斓郦透明质酸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1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润贝 幸福臀滋养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筱蔻复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54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全效套装—御品全效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55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植萃清透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6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法缇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61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寡肽修护水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74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蕴时光多肽宠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7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亮彩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亮彩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亮彩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ofee皮秒水光肌寡肽冻干粉塑颜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81
广州好运韵聚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神秘东方清透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94 广州中大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吴小雨焕采美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96 广州市吴小雨商贸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清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9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清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9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清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899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值官肌底精华效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0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肌底精华效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0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肌底精华效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0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芬舒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21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芬毛孔滋润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33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飘水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水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水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佐黛尔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68 广州鸿升贸易有限公司
Dr Beatskin光子微晶精华膜+光子微晶
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6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光子微晶精华膜+光子微晶
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6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光子微晶精华膜+光子微晶
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6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70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兰卡健康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74 广州好品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逆颜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洋甘菊保湿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87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WISH草本调理组合-舒缓紧实按摩油7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91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曼尼轻润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909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ISH草本调理组合-滋养按摩油6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05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诗缔桓 洛诗清净膜粉套-洛诗润养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09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缔桓 洛诗清净膜粉套-洛诗舒活温
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10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冰爽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2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氨基酸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27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缔莉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缔莉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缔莉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neFeel玫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3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SO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51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伦·西子多肽修护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5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木蘭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又绿 水润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60
广州绿又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赋花序玫瑰精华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6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木蘭 滋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6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0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飘玻尿酸补水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玻尿酸补水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玻尿酸补水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度 滋养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1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飘莹采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莹采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莹采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妃洋甘菊柔软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7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能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8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洋甘菊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8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ReJeune女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198 广州蕾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琦蓓玻尿酸水漾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0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玻尿酸水漾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0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玻尿酸水漾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0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Ryen Skin胜肽保湿修护舒缓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1 广州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浆果气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端粒酶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蕾珂美冰肌三效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6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清廉轻奢幼肌精华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2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一品清廉焕颜嫩肌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30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邂逅鸢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3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知言ZHIYAN酵素洁面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46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te No9修护派紫苏润颜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0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人人家人轻松舒舒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1 广州众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遇见雪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tate No9修护派紫苏润颜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4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冷雾苍兰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颜值官幻美肌萃效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幻美肌萃效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幻美肌萃效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申艾源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7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75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之昀草本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92
广州尚之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欲香传身体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298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金馥博芸花养腿部按摩护理套盒-花养
腿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00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金馥博芸花养腿部按摩护理套盒-花养
腿部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01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缘道能量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05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VINGDO妍道红茶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27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柏肤源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漾娇妍魅色眼影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5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纹知雅果多肽肌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6
广州纹知雅形象管理有限公
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木之香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美人关花漾娇妍魅色眼影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3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宠爱系列香水/晚玉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悦享舒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芬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4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培昌行 俏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睛彩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雪润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芯源温润养护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芯源温润养护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至臻御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润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8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祺时代 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祺时代 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韵丽人 御品全效套装—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2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水光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3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全效套装—御品全效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4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7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飘保湿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保湿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保湿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筱蔻植物精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85 广州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卸妆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89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苹果多肽护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96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白薇护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399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心美人动能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08
广州得尔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DORHéAL黄金舒润嫩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黄金舒润嫩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黄金舒润嫩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木蘭 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3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丽颖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定
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37 广州亿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仓希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41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仙度 无瑕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43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旋转巴黎淡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59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旋转巴黎魅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61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meal富勒烯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69 广州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洋甘菊舒缓调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7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9修护派紫苏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7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秀妃洋甘菊舒缓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逆龄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UNYA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 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8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9修护派紫苏润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9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LA PERFECT 玻尿酸保湿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495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秀妃新活保湿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0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媚眼亮彩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0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te No9修护派紫苏润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11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初印美胶原蛋白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15 广州鼎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洛丽姿 素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20 广州莎洛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香施帝天竺葵精油+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26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菲桃花牛奶温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27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姜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28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神经酰胺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30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SHJA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3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菲玫瑰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32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薰衣草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34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洋甘菊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38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檀香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0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神经酰胺修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茶树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2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妮水苹果提取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6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花语清新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47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山百合润肤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1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妍皙玻尿酸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4奶油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5覆盆子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3北极星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2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5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1紫色独角兽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IYANG弥漾水漾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10温柔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9日落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8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7花生牛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6巧克力糖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6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5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4芥末黄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3杏仁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埃婷积雪草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4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2雾霾蓝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STRAIGHT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7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DYWINS ARGAN OIL CURLY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8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焕颜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82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玩彩持色指甲油#01奶油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8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CSX professional makeup烈艳红唇缎
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84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92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盈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9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盈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9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盈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9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仓希幼肌无患子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595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0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水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06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07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埃婷润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09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3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舒缓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5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MAGIC DEMON POLY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 POLY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 POLY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GOKOTAS 奢华蚕丝蛋白头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 奢华蚕丝蛋白头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 奢华蚕丝蛋白头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1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MUSHI阿慕施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补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5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净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6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水解酵母蛋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4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冰肌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冰肌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冰肌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薄莹润遮瑕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婷蒂兰柔光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78 广州市米美广告有限公司
玛茜  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9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冰泉巨补水晶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冰泉巨补水晶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冰泉巨补水晶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6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奢宠补水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奢宠补水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奢宠补水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泊泉雅 舒润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舒润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舒润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蜗牛水润睛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蜗牛水润睛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蜗牛水润睛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厷美透明质酸舒缓修护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19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氨基酸柔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氨基酸柔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氨基酸柔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K-NAKED 裸瑟雾感哑光持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2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璐诗冰感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35 广州韩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3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3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坦LEVIATHAN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致透肌补水润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2 广州蓝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K02-紫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 润肤蔻钻石黑葡萄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4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细芯眉笔K01-浅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桃花纪BB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4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萱晴弹力亮皙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1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媛清润海藻凝胶软膜+清润海藻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2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肌底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肌底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肌底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洋甘菊舒缓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亲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亲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温润亲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酿TU分区补水面膜（混合性肌肤适
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3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4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亿莲雅四季凝萃雪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79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合丰堂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497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水漾芯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05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水漾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06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水漾芯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0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水漾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09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保湿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11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可儷可人驻颜润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14 广州丽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保湿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15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纹知雅果氨基酸肌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21
广州纹知雅形象管理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柔和舒缓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2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保湿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0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保湿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1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时空逆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2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时空逆龄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4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纹知雅果多肽肌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5
广州纹知雅形象管理有限公
司

香爵沙棘多肽冻干粉套-沙棘多肽冻干
粉+沙棘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7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纹知雅果多肽肌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39
广州纹知雅形象管理有限公
司

OUZIKOU麦角硫因微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4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5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莹润多效眼组合-莹润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6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妃鸢尾花雪肤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67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莳寡肽素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7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微姿态补水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74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情歌丽亚丝蛋白全日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85 广州市爱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胜肽调理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9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ngzi东滋焕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899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娅盈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01
广州桦香浓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皙俐玉颜修护冻干粉+玉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10 广州亘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宝蒂莎植物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22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修颜贵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修颜贵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修颜贵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肌源水润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MD时光透氧亮肤面
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奢润靓颜套-奢润靓颜玉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3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HOOL SHOW 书院秀七巧板蜜润持妆口
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41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肌源水润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4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黑枸杞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5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RE-TRUCTURE NANO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5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雪肤保湿鸢尾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6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多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69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ngzi东滋净透焕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70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FACI RE-TRUCTURE NANO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4997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瑅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09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瑅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09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胜肽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2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净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3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端粒子冻干粉+端粒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焕亮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焕亮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骨胶原焕亮肌密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修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立美冰泉舒缓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40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4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依颜玫瑰美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42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3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48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4香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0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2珊瑚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4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端粒子冻干粉+端粒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6酱果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8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痘宝修护组合-痘宝修护原液
壹+痘宝修护原液贰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5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1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60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颜俪臻颜冻干粉+臻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62
广州暨颜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雅胜肽活性冻干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6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寡肽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7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渼源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8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雅胜肽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88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尔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91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TIANZI添姿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09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莹润多效眼组合-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00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  金桂花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0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15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修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修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修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莹润多效眼组合-莹润多效原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21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寡肽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2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瓷娇珀语水润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润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润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芭菲香水洗发乳（控油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7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Canyon运动爽汗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39 广州市蓝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芭菲香水洗发乳（柔顺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1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芭菲香水洗发乳（滋养健发）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2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肌肤屏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美芙遮瑕懒人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49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莹润多效眼组合-蚕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莜琪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6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六胜肽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5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68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cuhclr卡玑丽小雨燕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71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柔蜜哑光口红M05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72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尔丽雪 贻贝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83
广东凡尔丽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葆泉温泉精华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84
广东柏葆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氨基酸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9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氨基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9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多肽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1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伊贝蒂背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32
广州市投一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蕊奢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43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皙蕊至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44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蕊恋丝蕊丽疏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1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2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3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净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4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净魅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5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6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蕊恋丝蕊丽馨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57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滋养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69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0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1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媛堂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 舒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泉舒畅能量组合舒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1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温养富足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之恋乐美畅修护套-乐美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4 广州和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之恋乐美畅修护套-乐美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5 广州和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肩颈肌肤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丽湾芬香沐浴乳（薰衣草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4
广州市保丽净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雪丽湾芬香沐浴乳（花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5
广州市保丽净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方润冠泽黄芪亮泽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6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丽湾芬香沐浴乳（玫瑰水润）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7
广州市保丽净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 金桂花蜜活化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素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699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霏源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02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清肌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0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霏源大马士革玫瑰花水紧致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06 广州清脉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臻能冰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07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清肌润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0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蜗牛多效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1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清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鸢尾花雪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密罗木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妃鸢尾花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18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清肌修护套-清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2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茜 烟酰胺特润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2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zi东滋净透焕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28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玫氏 强韧焕发调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0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狠红氨基酸清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氨基酸清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氨基酸清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胜肽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精粹焕活修护套-精粹焕活美
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红石榴还原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39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由歌草本植物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41
欢喜慧德（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精粹焕活修护套-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4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ESS YVONNE 发质护理霜N°2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47 广州欧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多效焕颜胶原冻干絮套装-多效焕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多效焕颜胶原冻干絮套装-多效焕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精粹焕活修护套-精粹焕活滋
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精粹焕活修护套-精粹焕活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情歌丽亚蓝蕨深层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3 广州市爱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精粹焕活修护套-精粹焕活修
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四季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5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萃取护发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60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莳寡肽素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6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sln寡肽瓷肌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6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科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63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liage Power昕源堂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68 广州启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ALLPHI密罗木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79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芙 丝绒缎面唇膏(恶魔车厘子-2#）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83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ALLPHI密集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8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ALLPHI红石榴高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85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ALLPHI密集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8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芙 丝绒缎面唇膏(莫兰迪吃土色-
3#）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92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儿活力修护组合-多肽修护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9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娜儿玻尿酸水养组合-玻尿酸水凝原
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95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娜儿玻尿酸水养组合-玻尿酸水养原
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797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芙 丝绒缎面唇膏（知性奶茶色-4#）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03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真苹果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09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2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2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2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子茵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29 广州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又绿美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31
广州绿又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闲情逸致柔蜜无痕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3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曼寧公主植萃花漾膜法组蜗牛柔滑补水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35 广州花资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玻尿酸水养组合-光果甘草润颜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36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姬草堂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4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赋活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4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森海蓝型男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48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毛孔细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妗馨灵复活草水活心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53 广州妗馨灵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SDD弹润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5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森渐红劲爽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61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靓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65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水动力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67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塑形持久双头眉笔 01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6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寡肽瓷肌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7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丝滑弹性腮红膏 z3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青春润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8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塑形持久双头眉笔 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8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寧 玻尿酸深润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90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黑头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9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肌底赋彩嫩肤组合-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897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吉萱塑形持久双头眉笔 0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10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18多效修护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20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2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Q巨补水靓肤倍润套装+靓肤倍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27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巨补水靓肤倍润套装+靓肤倍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30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馨精油补水营养发膜（持久留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33 广州美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颜生姜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3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玛养之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诺娃婴儿平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1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控油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控油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控油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肌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寡肽瓷肌薄纱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美屋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59
广州市星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致男士祛痘净爽洁面乳（酷爽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61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玉容净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玉容净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玉容净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钥月之迷焕采明眸眼部套盒-焕采明眸
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2
广州金壹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N.SDD亮采黑珍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钥月之迷焕采明眸眼部套盒-焕采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4
广州金壹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狠红多肽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099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寧公主植萃花漾膜法组玫瑰靓肤紧致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15 广州花资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然清颜固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妗馨灵艾草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27 广州妗馨灵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寧公主植萃花漾膜法组洋甘菊滋润修
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31 广州花资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可卸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3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可卸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3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可卸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可卸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密罗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4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 玻尿酸肌底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44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5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5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COMOOS苏玫氏氨基酸多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68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8水动力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70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水动力滢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73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水动力细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83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头皮平衡油脂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8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msln寡肽金箔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9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8水动力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95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玫兰 肌源净澈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96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太極古芳蜗牛弹润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097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植源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101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8水动力植粹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102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卷发女神弹性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10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知美源舒美净畅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39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蕊诗妈咪 如初御养套 如初赋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2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如初御养套 如初御养黄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3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如初御养套 如初御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4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灵动平衡套 灵动平衡赋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5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灵动平衡套 灵动平衡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6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灵动平衡套 灵动平衡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7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宫玺如初套 宫玺如初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8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宫玺如初套 宫玺如初御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59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韵和舒畅套 韵和舒畅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60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蕊诗妈咪 韵和舒畅套 韵和舒畅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61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舒爽草本养护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1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之美清舒养护平衡套组-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然赞舒润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2 广州赞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温养套-温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活力套-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润养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然赞番茄籽精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2 广州赞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鹤堂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舒护套-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肌肽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5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樱花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涵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68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百灵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88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安娜儿活力修护组合-纳米金多效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2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清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159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蓝姬魅惑水光巨补水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蓝姬魅惑水光巨补水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蓝姬魅惑水光巨补水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0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迷恋闪耀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1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基颜净透组合-净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20 广州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春妃 烟酰胺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22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秋曲植物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34
广州优帝德化工原料有限公
司

渼霖肽柔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4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亿莲雅植物精华香氛护手霜（小苍兰）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5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植物精华香氛护手霜（洋槐）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5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美人防裂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56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菁润堂氨基酸水漾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6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然清颜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6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雯之婳娇嫩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娇嫩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娇嫩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赩碧 光感莹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4 广州碧火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16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佰卉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玫兰水活能量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21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婕露絲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25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弘景·藏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27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asoft寡肽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28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弘景·姜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30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sine 芬丝尼蓝甘菊深层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31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立堂蔬果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佐立堂蔬果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佐立堂蔬果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JUNYISHENG 粉刺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4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露絲初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66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婕露絲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69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菁润堂清透隔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72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ENTS掬水留香双眼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75
广州倾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UOLITANG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UOLITANG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UOLITANG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鹭鑫俊颜水份源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1794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芦荟胶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0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嫩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1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氨基酸水养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1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玫瑰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1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焕颜醒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3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焕颜醒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3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焕颜醒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3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智妆补水保湿锁鲜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33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智妆痘痕修护冻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39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柔肤滋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美纶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3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纶 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6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纶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8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  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智妆烟酰胺亮肤冻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4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智妆水感亮肤锁鲜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5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多肽修护冻干粉+玻尿酸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美纶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59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梵璀璨晶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0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YMSD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3 广州医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NVHUA淑女花白鹤归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裸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裸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透润裸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梵石墨烯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74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onva铂金雅典娜雅致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0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氨基酸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氨基酸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氨基酸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onva铂金雅典娜雅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5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精细纤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精细纤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精细纤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DAILIFE润肤修护套盒-润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梦幻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梦幻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梦幻翘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8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03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尚泊美水润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09 广州维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炫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炫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炫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泊美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16 广州维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凰出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1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2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婕露絲初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22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泰瑞和透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2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婕露絲皙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26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尤尼卡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37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然清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4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尤尼卡烟酰胺美皙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0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艾米茵小分子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小分子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小分子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泊泉柔丝焕采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1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荻采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荻采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荻采何首乌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钻姿植物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6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神话净肤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77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8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8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8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男士日常专用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5199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ZOZU aloe vera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blackhead clea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blackhead clea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blackhead clea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2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基颜修护组合-寡肽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27 广州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知贤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29
善知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植玫兰 肌源净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35
广州市禾安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NASSMEI纳思美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37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眼部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5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nva铂金雅典娜活能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54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皙颜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55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EPSA coconut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57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67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67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67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N·A·H水光焕颜净透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6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净颜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te No 9仙人掌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8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恩儿青春塑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94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人参微精华安瓶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96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亿莲雅毛孔细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09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然清颜膜粉+梵然清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菁润堂水漾清透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04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芳臻美补水焕颜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06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yLocket 梵兮之匣 FL星夜口红
（天鹅绒款）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09
广州有容有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菩皙提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10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蛇胆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12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sine 芬丝尼活性肽水凝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14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瑞和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泊美清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2 广州维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凰纯然玫莉补水套-纯然玫莉凝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RXQian深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深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深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纪植物 奢宠时光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8 广州康瑞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CKIQUE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39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咖啡因明眸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咖啡因明眸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咖啡因明眸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okonevana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CINME冰肌光润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头皮调理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4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JDREAM男士劲爽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男士劲爽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男士劲爽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女士妈咪日常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5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婕露絲初颜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57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上善堂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善堂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善堂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头发净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VOOX百变小仙女唇釉101#仙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4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抚肌臻奢活酵母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67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OX百变小仙女唇釉106#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70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JGJ 发丝柔顺还原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7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 发丝韧性还原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7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VOOX轻吻柔雾哑光口红37安吉拉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0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薇朵汇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1
广州仁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中美·丝源烫染发质洗发乳A3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烫染发质洗发乳A3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3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黑麦籽盈润补水黑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植美桃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89 广州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立体轮廓四色修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5219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米茵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胜美清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艾米茵雪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雪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雪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尼卡玻尿酸臻润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5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灯泡娇润冰肌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0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 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2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 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2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 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2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小黄瓜芦荟睡眠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27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esee熹莳燕窝胶原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41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4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4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咔索繁花似锦系列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4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幼儿防护草本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44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新基颜净透组合-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87 广州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绵羊油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88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92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94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95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臻洛堂舒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97
广州润道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299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臻洛堂舒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00
广州润道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2PLATINUM婴儿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02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新基颜修护组合-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03 广州臻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oliyuan清·组合-调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0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08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10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智妆净透清颜锁鲜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13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山茶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14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Fensine 芬丝尼薰衣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19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速美人纤秀紧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22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露絲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25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膜验深海水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深海水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深海水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 晶钻眼部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38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婕露絲 舒缓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40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速美人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45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芝兰草本调膜液+草本润肤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347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雪肌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15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雪肌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1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晴贝儿 ANQING BELLE玻尿酸补水保
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 ANQING BELLE玻尿酸补水保
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 ANQING BELLE玻尿酸补水保
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DIALLPHI 富勒烯优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28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y's海盐樱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30
广州赏品奢香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3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USUPSO椰子油卸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35 广州优宿贸易有限公司
UKCC 冻干粉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1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冻干粉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1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冻干粉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1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露絲初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4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紧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紧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紧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星空蓝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星空蓝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星空蓝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雏菊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雏菊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小雏菊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A+M氨基酸精油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5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63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通透舒养精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雅肤清痘净颜套装-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78 广州一二三护肤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植萃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植萃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植萃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赋活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背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背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背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肩颈肌肤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肩颈肌肤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肩颈肌肤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沁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沁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华浓艾叶·沁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黑头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赋活VC黄金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赋活VC黄金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赋活VC黄金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诗颜  雪凝冰肌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1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曦堂 净化通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 净化通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 净化通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岚姫娜 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20
广州市艾格优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发院士玫瑰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25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薰衣草清逸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1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植萃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2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解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解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解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3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瑟 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2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2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2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冻干粉+亮
颜美肤溶解液+亮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冻干粉+亮
颜美肤溶解液+亮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冻干粉+亮
颜美肤溶解液+亮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TXP 净肤晶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智妆安肤修护冻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6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甜醉漾彩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渼霖肽柔修护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4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形象美 紧实柔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紧实柔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紧实柔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玥臻夕安瓶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58
广州芭荠雅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冻
干粉+丝滑平肤美塑溶解液+丝滑平肤美
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冻
干粉+丝滑平肤美塑溶解液+丝滑平肤美
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冻
干粉+丝滑平肤美塑溶解液+丝滑平肤美
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REAM男士劲爽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男士劲爽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男士劲爽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兜美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78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92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莉聚美水晶钻石夹心果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水晶钻石夹心果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水晶钻石夹心果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onva铂金雅典娜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52897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多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1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ANMAR’S赞玛氏慕彩美颜气垫BB霜
（40#柔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6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院士祛屑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08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ANMAR’S赞玛氏慕彩美颜气垫BB霜
（60#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13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发院士首乌滋养藴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17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拉卡 类人胶原蛋白安瓶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1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ANMAR’S赞玛氏慕彩美颜气垫BB霜
（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3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发院士头皮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4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娇珀语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水晶钻石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VVX多肽抗皱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3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按摩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按摩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兰亭荟妙姿套-按摩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3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USUPSO花漾初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42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尊凰晶透玉肤套-晶透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黄金蜗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蜗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蜗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莫拉卡 类人胶原蛋白安瓶精华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7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奈梓 水凝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58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光甘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光甘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光甘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左旋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左旋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左旋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倾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倾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倾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6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甘油葡糖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甘油葡糖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甘油葡糖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72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洋甘菊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8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IMU依莱姆活肌清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86
广州利其尔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UKCC 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芦荟美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9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速美人纤秀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2999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付玲玲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0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多肽原液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05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EZLAN 美植兰竹炭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07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奈儿大理石水光润泽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1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莫拉卡 类人胶原蛋白安瓶精华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18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姿蔻魅力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19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魅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21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若溪植物精粹深层净肤修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30
广州白若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3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3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亮颜美肤套-亮颜美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3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滋源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4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颜滋源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4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颜滋源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4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VX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46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爱婴幼儿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49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蓓爱婴幼儿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54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面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6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面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6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KCC 丝滑平肤美塑套-丝滑平肤美塑面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64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素颜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67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速美人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69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ZIFU海姿芙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7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ESSA MATTIA维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SSA MATTIA维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SSA MATTIA维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护滑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护滑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护滑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海洋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海洋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海洋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植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清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清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清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肌银耳活氧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肌银耳活氧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肌银耳活氧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沐儿冰感水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09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桃富勒烯-驻颜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04 广州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2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2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2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院士干性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37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天葵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39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双色眼影粉 z2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焕颜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焕颜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焕颜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植物滋润护手霜套装-花妍草语
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4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美学菁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4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5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5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5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缇雅·香集水光亮肤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6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滴滴浓氨基酸浓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2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么苈秀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黄金抗衰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8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珍萃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珍萃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珍萃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肤元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86 广州鸿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VVX深度补水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191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季女王富勒烯凝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季女王富勒烯凝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季女王富勒烯凝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米茵靓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靓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魅莱透薄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15
广州卡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馨语水光无瑕气垫CC棒（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19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诗馨语水光无瑕气垫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22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DIALLPHI巧克力亮肤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2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ALLPHI红酒多酚滋养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2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5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6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舍名院覆盆子保湿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5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6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QIANSOTO MEDLAR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MEDLAR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MEDLAR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ALOE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ALOE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ALOE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VC SERUM ESS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VC SERUM ESS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VC SERUM ESS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3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GOLD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GOLD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OTO GOLD SERUM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1斩男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4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VVX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49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1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CVB MATTE +PORELESS CVB-FT-8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4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INSTA-FIX DUO STICK CVB-FS-4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5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Long-wear Gel Eyeliner CVB-
KJL-2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6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PERFECT OIL FREE CONCEALER C16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7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LIP EYE MAKE-UP REMOVER CVB-
MR-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8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WATERPROOF MASCARA C43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59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Foundation Pressed Powder C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6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VB  FINGER GRAPHIC LINER CVB- 
ELL-4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61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草舍名院 玫瑰透亮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66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樱花雪肌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67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3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4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5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7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色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色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御用古方草本润色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7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美芬明眸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80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oliyuan清·组合-调理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82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玉米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83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洗发沐浴露（泡沫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84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翰涛丰盈卷曲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88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黑头清洁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9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赋能焕采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黑头清洁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29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VOOX轻吻柔雾哑光口红20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11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微晶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蔷薇微晶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蔷薇微晶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特佳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丹雷诗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7
广州市丹雷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兜美人愫影润彩光感口红388俄罗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29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兜美人愫影润彩光感口红488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40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4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4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4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兜美人愫影润彩光感口红188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46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韩雨妃冻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58
瑞熙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植美芬舒润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59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美魅珂润泽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61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VX润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74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纳诗臻彩倾慕口红03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84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速美人月宫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92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VX净润舒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398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森魅影前卫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01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胶原蛋白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0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胶原蛋白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0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胶原蛋白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0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悦风尚香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1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2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3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璀璨立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8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璀璨立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8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璀璨立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18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琋澎润亮采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24
广州女儿红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吕后魅色凝彩滋润口红 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3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纳诗臻彩倾慕口红01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37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唯纳诗臻彩倾慕口红02树莓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39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多效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多效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多效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寡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69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馥薇胶原动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71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姿蔻魅力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72 广州万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VX耀活亮肤银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480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六胜肽收缩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00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熙丝可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16
肌熙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OLING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20 广州魔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卜算子玻尿酸水光修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21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洛可马LuoKeMa宝宝倍润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36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奈佰丽奢金国粹风情唇膏（01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4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奢金国粹风情唇膏（01故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4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奢金国粹风情唇膏（01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4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俪胡萝卜素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50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莱姿俪胡萝卜素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50 广州德家日用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奢金国粹风情唇膏（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5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睿肽紧致嫩肤冻干粉+紧致嫩肤精华
水+紧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56 广州创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睿肽蓝铜胜肽安肤冻干粉+安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64 广州创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睿肽臻美焕颜紧致冻干粉+臻美焕颜
紧致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65 广州创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sine 芬丝尼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69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斯特 I号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70 广州星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唤溶 合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9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斯兰黛海洋精粹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59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正养和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澳墨藻菁萃焕采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0 广州澳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丝滑水漾魅色口红（枫叶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1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丝滑水漾魅色口红（姨妈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8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1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菩娜缇 臀部护理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6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2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Q丝滑水漾魅色口红（斩男色-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35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睿肽水润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36 广州创丽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AQ丝滑水漾魅色口红（中国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43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丝滑水漾魅色口红（樱花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46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净肤修护套盒-私人
定制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47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
定制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52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56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63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美肤尊享套盒-雪颜
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68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长康美 水润玉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73
广州康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76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红石榴净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红石榴净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红石榴净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AQ   美颜靓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89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SK1I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1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茉生姜滋养修护洗发露套组-蜗牛修
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4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1奶油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1奶油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1奶油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茉生姜滋养修护洗发露套组-生姜植
萃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697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面雕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膜小妖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0 广州孺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水分子原液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透润水光气垫粉底液01白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8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透润水光气垫粉底液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19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翘&蜜奢魅速干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2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净肤保湿套盒-私人
定制肌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28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祛痘净颜套盒-私人
定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3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一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6 广州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の初葉修护冻干粉+修护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7
广州暨创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世葲竹炭净透补水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萱肌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4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轻透柔光粉饼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57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韩田天女木兰臻润焕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62 广州微永实业有限公司
萝莉妹妹多效修护亮肌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63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GPT  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72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活美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53775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嘉唯诺 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03 广东玛嘉投资有限公司
自然之色矿物护肤悦享套-矿物净肤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0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川之蔓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15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肤理净颜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19 广州雅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
定制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28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祛痘净颜套盒-私人
定制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35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兰仕玫瑰果油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36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妆 氨基酸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40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银玫焕彩紫松果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42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歌莉思马马油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53
广州一桶姜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品香芬美肌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5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美肌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5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美肌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5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新姿澜·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65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格丝水蛋白修护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72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宝莱焗油防干枯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76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83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斯特 II号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90 广州星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珞梵轻透柔光粉饼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3899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金兰之谊净化通透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84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温养固源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85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SK1IN活性润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86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兰之谊量子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88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臀美养护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90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肩颈舒缓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91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94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3996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VX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03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liao HIGH COVERAGE  M11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06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卡妆 贻贝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20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APK BLOTTING POWDER PK31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23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CKV植物肽小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2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APK MASTER Magic Stick FACESTUDIO 
PK-HG-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3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APK  Matte Liquid Lipstick PK18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38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APK STUDIO SKIN CONCEALER  PK-CN-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39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APK  CC COLOUR CORRECTING CREAM 
PK-F-3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APK  GEL EYELINER PK-28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3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循环冰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双向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HE YANG雪肌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46 广州漾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硕果女士舒滑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59
广州市健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硕果女士舒滑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59
广州市健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硕果女士舒滑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59
广州市健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迪瑞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78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0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黄金眼部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Conti 肌底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09 广州市睿醍贸易有限公司
蕾思蔓玻尿酸补水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3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橙花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35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矿物质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3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柠檬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40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LAKYOU BEAUTY HIGHLIGHTER STICK 
LB-CN-1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42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馤舍欧儿薰衣草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48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LAKYOU BEAUTY WHITENING POWDER 
2IN1 L12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5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La Conti活颜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52 广州市睿醍贸易有限公司
AQ绒情迷雾哑光口红（烈焰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54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高光弄影双头修容棒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58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高光弄影双头修容棒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6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紧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6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3蜜桃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3蜜桃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3蜜桃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LAKYOU BEAUTY MATTE FINISH PRIMER 
L06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7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LAKYOU BEAUTY MATTE EYELINER LB-
ELL-1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72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皙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皙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皙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KYOU BEAUTY MASCARA LB-MS-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4184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奈儿奢宠臻养抚痕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4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47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47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47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睛采原液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5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思蔓六胜肽提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宝贝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宝贝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宝贝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真女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5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真女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5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真女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5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莎青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CJ水凝精华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3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笛冰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灵枢渗透循环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 纳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唤溶 合肽新肌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8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辛蒂贝啦 紫水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紫水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紫水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容冰爽沁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5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氨基酸
净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氨基酸
净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氨基酸
净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18玻尿酸活性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8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无瑕贵妇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无瑕贵妇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透润无瑕贵妇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头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头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头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盼50+++水光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06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清泉Yu.spring破壁酵母亮颜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21 广州清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Z SHUWEI舒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29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茜雅水动力玲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36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孝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37
广州幸福道医疗健康产业投
资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 合肽新肌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4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容深层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45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容水润嫩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51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 天鹅绒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5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 天鹅绒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5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荟菊菁萃舒缓毛孔清肌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59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liao Eyeliner M113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maliao Mascara M114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1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暨唤溶 合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宝莱营养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5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MU合肽 吉祥靓泽冻干粉+吉祥靓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蕾思蔓蜂胶滋润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8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U合肽 吉祥靓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6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嫩玉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妆 滋润柔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75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8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8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粉漾雾感腮红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8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生姜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9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笙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92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斯特 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93 广州星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596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勒拉法珍珠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勒拉法珍珠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勒拉法珍珠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银玫焕彩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07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绣红颜 臻养焕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08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安息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0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迷迭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1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快乐鼠尾草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2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茶树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3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丁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4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蓝胶尤加利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5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香叶天竺葵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6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百里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7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椒样薄荷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8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甜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19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罗文莎叶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20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海藻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26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海藻水解胶原莹润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冬青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2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香茅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3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丝柏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4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小茴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5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生姜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6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柠檬香茅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7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广藿香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8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月桂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39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4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兰姿秀海藻原液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爱情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爱情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爱情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兰姿秀能量雪肌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3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口袋芦荟去角质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5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物洛曲安颜修护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6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魅惑双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66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巴黎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6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巴黎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6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巴黎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6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荻美速型亮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1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水光晶透亮颜套 水光晶透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茜雅晶澈净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7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水光晶透亮颜套 水光晶透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7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 美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8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同名女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8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同名女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8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同名女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8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兰姿秀澎澎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88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深层补水海藻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69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深海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2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萱红石榴百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3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水能量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5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蓝色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蓝色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蓝色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蓝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蓝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蓝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7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美丽人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美丽人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美丽人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0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娇人深海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1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氨基酸香水能量洗发汁/柔软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14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娇人爽肤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17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娇人水动力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19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普吉深海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臻致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4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6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2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冷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冷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冷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挚爱一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挚爱一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挚爱一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3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珀兰亮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46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互芙植萃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47 广州市炎天商贸有限公司
乳字号大姜抗衰型洗发搭档壹剂-头皮
净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52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乳字号大姜祛屑型洗发搭档壹剂-头皮
净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55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极妍水光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水光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水光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兜美人臻姿魅耀黑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0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美丽值水漾沁润舒缓套—水漾沁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1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申艾源蜜爱娇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透明质
酸透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透明质
酸透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透明质
酸透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值水漾沁润舒缓套—水漾沁润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69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75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79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冠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86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87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惑丝炫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88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89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ACY KERATIN MULTI-FUNCTION PER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9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蚕丝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793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0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0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0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1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埃黑眼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 致美拒宅BB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8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延承舒缓肌肤修护液（鼻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2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延承净透毛孔精华液（鼻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3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HAIR 
STYL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3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UVANOA KERATIN SMOOTH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3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臻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42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醒肤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43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睛采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4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水光晶透亮颜套 水光晶透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4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水氧原液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51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密集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5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日美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59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诗贝缇玻尿酸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3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日美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5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按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按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按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荻美盈动蓬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7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水光晶透亮颜套 水光晶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6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 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7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7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苁头锁爱冷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84 广州创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NCAE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88
广州盛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微肽逆龄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9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水光肌修护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9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阿本石斛安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89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 奢润靓颜套-奢润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0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美人微肽雪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27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卡蒙曼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40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罗卡蒙
曼化妆品商行

SUFNCAE 类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43
广州盛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RISFANIDEZ梵玳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46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怡泉鳄鱼油焕颜赋活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5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63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洋甘菊舒缓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68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DLS神经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7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玉堂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84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清透裸妆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91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4992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INE SHE三奢惊艳飞翘纤维睫毛膏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1 广州三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犀美妆牡丹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2 广州硕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蝶 植萃明眸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3 广州魔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MACY KERATIN MULTI-FUNCTION PER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ACY DUST-FREE ORGANIC HAIR 
BLEACHING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CALODIA KERATIN AND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荻美束感软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09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玉堂舒润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10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玉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15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水润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2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3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本石斛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3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诗宝莱橄榄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43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采堂氨基酸水漾清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45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清爽去屑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46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ENLEES千色红唇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51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DEXTISO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5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XTISO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5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XTISO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5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EXTISO MOROCCA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5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珀兰亮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69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7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7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7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PRO薇宝纤柔四叉液体画眉笔（03灰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8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研百集私人定制修护冻干粉礼盒 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84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薇宝纤柔四叉液体画眉笔（01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8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薇宝纤柔四叉液体画眉笔（02浅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89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玉堂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92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薇宝纤柔四叉液体画眉笔（04灰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9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玉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098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喵小妖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03 广州市灵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泽芳华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05
广州贝斯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玥黛儿甲周肌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09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玥黛儿甲周肌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09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玥黛儿甲周肌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09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蜜透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蜜透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蜜透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nfan森梵 聚元年轻赋源套 桃花丸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22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韩姿大蓝瓶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25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物洛曲美肤亮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2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润养修护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润养修护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润养修护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奢润靓颜套-奢润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容海藻多重水份长效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7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艾叶精华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得可特保湿滋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61
广州东草珍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右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6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石斛安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67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去屑控油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皂角茶麸滋润氨基酸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兰姿秀补水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6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右蔻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御颜亮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79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密集补水海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2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奇迹古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奇迹古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奇迹古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透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透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透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1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1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蒂莲 熊果苷色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崇善黑头三件客-黑头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5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水嫩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水嫩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水嫩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玻尿酸水润修护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玻尿酸水润修护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玻尿酸水润修护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崇善男士祛痘3件套-男士顽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37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美肤柔润无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4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无患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5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肌妍水光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62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氨基酸香水能量洗发汁/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67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岩朵美焕颜修护膏（晚）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7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崇善黑头三件客-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76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8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DDESS ROAD 玻尿酸原液补水嫩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85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奢润靓颜套-奢润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8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18玻尿酸活性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91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赋活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赋活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 微肽凝萃水活套组 凝萃赋活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29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美都眼部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转角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转角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转角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gello  P.P.T CONDITIONE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gello ACID-BASE BALANCE PERM 
KERATIN NO.A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gello ACID-BASE BALANCE PERM 
KERATIN NO.B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1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雅.帕帕拉美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2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雅.帕帕拉美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2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雅.帕帕拉美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2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雪肌原液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3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SCHER ARGAN OIL COL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HISCHER ARGAN OIL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4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莱梅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47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 青春逆龄套组（激活营养液+修
复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48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水润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SCHER MAGIC REBONDING CREA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 青春逆龄套组（青春抗衰营养
液+青春抗衰皱纹修护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3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ISCHER MAGIC REBONDING CREA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STALY MAGIC THERMAL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STALY DUST FREE BLEACH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6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动力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80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苍兰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8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苍兰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8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苍兰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38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粉红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0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粉红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0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粉红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0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敷美人多肽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0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金纯鲜活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0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S·PALACE 香氛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1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MULTI-FUNCTION 
PER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COLOR BLEACH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艾 轻畅焕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艾 轻畅焕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艾 轻畅焕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微肽睛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17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崇善女士祛痘3件套-清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22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HANEDA SMART ACID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2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HANEDA COLLAGE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2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樱花亮颜水光软膜+植物胶原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0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丹娜积雪草修护水光软膜+植物胶原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5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HANEDA COLLAGEN SMART CURL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3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HANEDA OXIDAN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4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盈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盈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盈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柔嫩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4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物洛曲安颜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5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WS·PALACE 奇迹香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56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 POX DOCTOR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57
广州姿缘信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5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HANEDA SMOOTH HAIR COL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丽堂泥艾调理套盒-草本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腰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腰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腰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肌丽人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71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丽堂泥艾调理套盒-草本清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7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泥艾调理套盒-草本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79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泥艾调理套盒-草本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8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神话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86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LODIA ARGAN OIL SP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9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ARGAN OIL SPA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9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ARGAN OIL SPA KERATIN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9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9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5549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0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COLLAGEN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ODIA KERATIN MULTI-FUNCTION 
PER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和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和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和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沁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沁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沁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蒂贝啦 风铃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风铃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辛蒂贝啦 风铃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2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芝丽芙橄榄柔顺润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柔顺润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柔顺润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芙臻享修护套卉芙修护冻干粉+卉芙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39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微肽睛采赋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4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绿豆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绿豆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绿豆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清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清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清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小分子提亮纯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柔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芳姿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芳姿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芳姿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淡雅美眸双头眉笔 0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3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3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3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沁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沁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沁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立体双色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立体双色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立体双色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雅图营养修护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76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未来 珍珠蛋白鲟鱼子酱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86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Grystal Collagen Gold 24K Gold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94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轻盈洁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59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hese陶丝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6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腿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腿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腿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淑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崇善男士祛痘3件套-男士控油净爽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55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崇善男士祛痘3件套-男士清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697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舞花漾润色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1 广州市温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岩朵美焕颜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0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雪颜瓷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1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18玻尿酸活性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15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雅岩朵美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2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A·H人参强韧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3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EJOE深海鱼子能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31
玖美生物工程（广州）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绿茶控油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绿茶控油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绿茶控油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FZA紧致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5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怡泉鳄鱼油焕颜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6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仁堂 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0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私人订制奢宠净颜套-净颜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ELLULU 凝时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78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维妮婷魔幻时尚卧蚕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8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岁和 浸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94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赛璐烟酰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795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酵母蛋蛋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0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11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陶丝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14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1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GNIFIQUE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AGNIFIQUE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AGNIFIQUE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森溪绿茶凝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4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快睫水润魅力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6
广州云快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妍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字号大姜抗衰型洗发搭档贰剂-生姜
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36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赛珀兰草本清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42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尊宠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珍雅润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珍雅润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尔雅珍雅润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6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岩朵美焕颜修护霜（日）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肌康舒韵养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肌康舒韵养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肌康舒韵养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 玫瑰盈亮柔嫩泡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94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梳颜雅集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JIYAN乐肌颜洋甘菊舒缓安肌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898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JIYAN乐肌颜复活草鲜活沁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01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蒂莲 弹力焕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0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lla Frutta 盈润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14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三体养护套-红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2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WS·PALACE 洁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29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尔熙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三号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二号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1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一号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利蔻奢华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5 广州博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密集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45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早心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早心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早心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BOO 黑米酵素滋养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5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1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4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2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5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4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香氛沁爽免洗洗手液【清香海洋】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沁爽免洗洗手液【浅草清风】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沁爽免洗洗手液【梦中庄园】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6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沁爽免洗洗手液【粉红露珠】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8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71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珀兰草本清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7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佧 保湿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78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如素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84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6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92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7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96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菩蒂莲 熊果苷焕颜色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98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妃雅鲜养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5999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领日记洋甘菊舒缓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0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蓝佳美 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02 广州雅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 净澈盈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1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泊泉雅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5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莲雅玉肤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 薰衣草保湿嫩滑泡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30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申艾源娇韵如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3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质维C防护隔离套-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34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DELOFIL IONIC MULTI FUNCTION 
REBONDING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3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星夜之吻口红M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0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LAMEI 柠檬净化去角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 柠檬净化去角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AMEI 柠檬净化去角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黄金蛋白肽套装-蛋白线+黄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DELOFIL DUST FREE BLEACH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活宝祛屑精华露(A)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49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双头立体光影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双头立体光影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双头立体光影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UOXI 果夕魅惑臻彩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54 广州石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T逆时空日夜焕颜面膜（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56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IBOO 蜗牛寡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2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VENSI BALANCE PH SMART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玫瑰花娇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玫瑰花娇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 玫瑰花娇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ATIN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ATIN BLEACHING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SOFTSEDUCE REBONDING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SOFTSEDUCE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A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A DUST FREE BLEACH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7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滋润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滋润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滋润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4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逸卷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逸卷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娜韩橄榄逸卷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润养柔顺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润养柔顺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润养柔顺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密集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09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昶香玉月俏佳人套 月俏润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3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月俏佳人套 月俏佳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4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月俏佳人套 月俏佳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5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月俏佳人套 月俏佳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6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益畅清和套 益畅润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益畅清和套 益畅清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8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滋润娇美套 滋润娇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19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滋润娇美套 滋润清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0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滋润娇美套 滋润j娇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1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滋润娇美套 滋润润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2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舒颈和润套 舒颈和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3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舒颈和润套 舒颈和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4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舒颈和润套 舒颈和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5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润源清舒套 润源清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6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润源清舒套 润源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2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藏娜草本养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0 广州藏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YTEYE草本植萃眼眸提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草本植萃眼眸提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草本植萃眼眸提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植萃紧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植萃紧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植萃紧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密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9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密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9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密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39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馨思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0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馨思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0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昌温馨思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0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脊正一品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肩背肌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深层补水营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1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悦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秀丽新肌赋活修护套新肌赋活修护
粉+新肌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4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兰荟新肌赋活修护套新肌赋活修护粉
+新肌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6 广州善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玻尿
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玻尿
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玻尿
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复合
玻尿酸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复合
玻尿酸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水光复合玻尿酸套装-水光复合
玻尿酸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5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水分缘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6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爱莱美清纯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1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沁水修护隔
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沁水修护隔
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沁水修护隔
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舒润隔离冰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舒润隔离冰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蓝海沁水修护隔离套装-舒润隔离冰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丰盈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丰盈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丰盈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8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丹娜  蜗牛原液水光隔离防护套装
——蜗牛原液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蜗牛原液水光隔离防护套装
——蜗牛原液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蜗牛原液水光隔离防护套装
——蜗牛原液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补水防护套装——水
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补水防护套装——水
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补水防护套装——水
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岩朵美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颜宝草本精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7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玉肤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19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酵母卵壳水嫩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酵母卵壳水嫩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酵母卵壳水嫩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玫瑰活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18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护发滋润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护发滋润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芝丽芙橄榄护发滋润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41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瑟黄金烟酰胺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烟酰胺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烟酰胺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玻尿酸锁水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51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洋甘菊补水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56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玫瑰亮肤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5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御时焕颜套盒-御时焕颜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5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御时焕颜套盒-御时焕颜柔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匀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匀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匀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御时焕颜套盒-御时焕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御时焕颜套盒-御时焕颜透皙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御时焕颜套盒-御时焕颜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缓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6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珍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珍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珍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护卷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护卷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护卷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帕芙四季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5
广州市洁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诺汀美橄榄盈卷修润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盈卷修润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橄榄盈卷修润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如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如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如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洋甘菊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洋甘菊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洋甘菊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温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温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温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瓷肌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瓷肌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瓷肌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 焕颜清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6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茹植物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植物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植物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星贝贝婴儿护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91 广州芝参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SHR·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29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全肌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0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洋甘菊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04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悦肤美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0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Q美肌净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2 广州薇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玫瑰亮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4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靡兒酵素雪颜套-酵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5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玻尿酸锁水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6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8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孕熙草本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19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馨坊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24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V·18桂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39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埃婷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47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爽控油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爽控油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清爽控油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合生九肽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佰合生九肽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5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法缇丽男士控油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7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左芬修护冻干粉+左芬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73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甄玫姿细致亮肤调膜液+甄玫姿素颜玉
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81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颜kang xue yan 焕颜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87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薇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88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雪颜kang xue yan 焕颜抗衰冻干粉+
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95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398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蕴胶原黄金寡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01 广州卓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媂未来新眸眼部修护套组-寡肽紧致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04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STORYDERM丝绒轻奢口红15#印象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10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ORYDERM丝绒轻奢口红14#初恋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11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莎仕 多肽活力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13 广州肌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水养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水养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橄榄水养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惊艳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惊艳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惊艳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闪钻优尚水解胶原懒人霜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32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均衡润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4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    四倍蚕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4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凰舒养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59 广州海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SARONI HYDRO COLLAGEN HAIR PER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6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OG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63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DIGITAL PERM 
NO.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6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ISSIPLUS MYSTERIOUS MAGIC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6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DIGITAL PER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7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ARONI BRAZIL COMPLEX KERATIN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7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OTANO COLLAGEN REBONDING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7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ARONI HYDRO COLLAGEN HAIR PERM 
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7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ARONI HYDRO COLLAGEN HAIR PERM 
3 IN 1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7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ANTI-HAIR LOSS & ANTI-
DANDRUFF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8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MOISTURIZING & SOFTEN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8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海藻舒缓修护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9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玛茜 芦荟营养锁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9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GATASE COLLAGEN & KERATIN SMART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9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灏媛复颜焕彩莹润套盒-复颜焕彩莹润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499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N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00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灏媛复颜焕彩莹润套盒-复颜焕彩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03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18#奶油杏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1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分子美研海漾星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12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日月晶采极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1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18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19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22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甄玫姿素颜玉容调膜液+甄玫姿素颜玉
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31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3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3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蒙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46 广州花无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靡兒多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50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薇柯畅爽控油皂基净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58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MR.BEE净澈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66
广州道夫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明野客 柠檬VC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野客 柠檬VC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野客 柠檬VC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崇善顽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76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斯比蒂玫瑰乳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77
广州市佰斯比蒂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日吻松露爽肤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84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托斯丽纳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滋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即
时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03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凯膜补水滋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16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保湿透亮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19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水润修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21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崇善痘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25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橙花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30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哲博 胶原蛋白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3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丝魅惑 香水修复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37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仙妮玫瑰保湿补水组合─玫瑰保湿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38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端粒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4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崇善控油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53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颜皙24K黄金净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57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光甘草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草堂鲜姜水润嫩脚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70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姿莱红石榴水润冰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74 广州寅虎贸易有限公司
源草堂玫瑰焕颜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87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N·A·H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8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柠檬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697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瓷娃娃玉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Jazz Cat爵士猫刚劲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2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刚劲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5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盈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0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草堂薰衣草去角质柔嫩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10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焕颜冰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11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雪年华水润莹亮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1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黄金胶原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14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可植语清晨露水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6717 广州朵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4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海洋丝滑补
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4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奇迹透亮焕颜组合-水润多效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5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螺旋藻修护凝胶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54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弄春堂细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弄春堂细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弄春堂细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靓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靓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靓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AU变色口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变色口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变色口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68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BOSECHER BAMBOO CHARCOAL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7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石墨烯奢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78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英恩雪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85 广州英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恩水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87 广州英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媛媄儿水漾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89 广州黛娥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贝之吻绿藻凝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92
广州聚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漫之舍冰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9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5 粤G妆网备字201905719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百娇传奇水润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帕芙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13
广州市洁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爱帕芙绿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18
广州市洁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泊泉雅复活草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复活草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复活草润透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小铺鱼子胶原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20 广州优寇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焕彩无暇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2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AU变色口红（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变色口红（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变色口红（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2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赫靡兒酵素雪颜套-酵素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4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多肽修复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多肽修复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多肽修复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膜美样花语水漾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40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燕窝精华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41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丽颜焕彩无暇套-焕彩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42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焕彩无暇套-悦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49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洁净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5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洁净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5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洁净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5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keny's HAI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 HAI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 HAI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轻肌水润晶妍粉饼L01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78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轻肌水润晶妍粉饼L02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79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洋甘菊补水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4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兰炫小黑裙补水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6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咕噜咕噜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泉面咕噜咕噜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泉面咕噜咕噜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形象美 润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润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润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熊果苷净颜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91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奈儿氨基酸净颜柔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94
广州市森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媄蔻玫瑰亮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299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0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0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0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玻尿酸锁水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13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10#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1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馨立体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20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御研缘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天丝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3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毛孔净澈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31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果童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35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菲蔓玫瑰水性撕拉指彩（02魅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4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水润丝滑妆前隔离霜（05#清新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水润丝滑妆前隔离霜（05#清新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水润丝滑妆前隔离霜（05#清新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苏米玻璃镜面莹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菲蔓玫瑰水性撕拉指彩（05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7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菲蔓玫瑰水性撕拉指彩（23璀璨星
空）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68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JUS'  PURTY肽动力魅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JUS'  PURTY肽动力魅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JUS'  PURTY肽动力魅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尚诚品幸运公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77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艾米茵祛痘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祛痘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祛痘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精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89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15#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16#顾里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埃婷金缕梅毛孔收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5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素生活少女时代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7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日吻富勒烯晶透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8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艾薇柯多肽清润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399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依莱丽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00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焕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02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10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丽扬花瓣雕刻五色腮红 珠光1#桃花芙
蓉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1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美六胜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17 广州科美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依莱丽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20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25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丽扬花瓣雕刻五色腮红 哑光1#暖杏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2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莘美美肌寡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43 广州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采狐幻影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4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艾薇柯水凝润养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50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ZAGENE植语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55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水润清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5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漾猕猴桃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6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COPI廋木燕麦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2 广州格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雪肌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6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金盏花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7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TalkPro嫩滑净透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嫩滑净透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lkPro嫩滑净透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金盏花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9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尚图澜朵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497 广州图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仙妮玫瑰保湿补水组合─玫瑰保湿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0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金盏花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07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仙妮玫瑰保湿补水组合─玫瑰保湿补
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08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蔻水氧净排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13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蔻水氧活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15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龄之魅 臻美精致科技调理组合 臻美多
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16 广州淼钻贸易有限公司

安心美人动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21
广州得尔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蔻水氧智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24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美颜坊水润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2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诗蔻水氧净排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26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甜蜜恋爱腮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2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采狐幻影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素颜  姿颜多肽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40
盛世天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茵妆逆龄时光冰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4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莹彩柔润洗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4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sDior烈焰金纯口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46 广州天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蔻活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48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赫靡兒多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50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OPI廋木红椿植物水润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58 广州格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均衡润泽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端粒酶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D积雪草薄荷舒缓面膜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积雪草薄荷舒缓面膜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积雪草薄荷舒缓面膜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菲 毛孔细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69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7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莱美水柔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73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甜蜜恋爱腮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8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84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均衡润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88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牛奶蜂蜜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牛奶蜂蜜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牛奶蜂蜜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端粒酶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欧兰冰感透肌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冰感透肌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冰感透肌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植拍拍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7599 广州真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魅儿玻尿酸SPA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1
广州泊涞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薇集绿豆矿物泥浆净爽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2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柔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柔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柔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采薇集芦荟养颜亮采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07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亮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亮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亮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DCK-保湿嫩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32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水润多效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34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水嫩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水嫩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水嫩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 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55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OGO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61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Nblefly 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因
子冻干粉+多肽修护因子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62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欧泉 涂抹式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6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水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8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84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9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生物肽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94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9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靡兒酵素雪颜套-酵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98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云山茶花酵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699 广州闵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0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1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丽颜焕彩无暇套-全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08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丽颜焕彩无暇套-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0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姿态滋养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1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升韵紧实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净透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净透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净透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控油劲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控油劲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控油劲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清肤润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茜  四倍蚕丝凝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3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番茄精油润泽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4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 寡肽倍舒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5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55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5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5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59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补
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EFFORTLESS GLOW ADVANCE VITAMIN C 
ORGANI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FFORTLESS GLOW ADVANCE VITAMIN C 
ORGANI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FFORTLESS GLOW ADVANCE VITAMIN C 
ORGANI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韵莹润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74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总 玻尿酸补水保湿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1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凝舒 瓷肌美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4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AS 醒肤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醒肤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醒肤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美肌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89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活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9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莹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798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04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0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SION净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玫雅 水动力优氧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玫雅 水动力优氧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玫雅 水动力优氧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5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1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韵滋养修护溶媒液+瓷韵滋养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22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姿馨立体水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25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艾凝舒 瓷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29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1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理氏细致毛孔理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怀恩堂能量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怀恩堂能量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怀恩堂能量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源居玉带草本紧致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35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0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 瓷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南极丛梗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南极丛梗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南极丛梗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维斯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维斯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维斯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4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昕 玫瑰水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6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2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2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2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ln肌肽修护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幼颜活肤套 唤新妍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79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奶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奶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奶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夕皙膜丽贴II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85
广州美夕皙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78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之旅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梵诗 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花水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3
丽卡美森健康产业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树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悦活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07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石墨烯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2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Q仙人掌抗氧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仙人掌抗氧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仙人掌抗氧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4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QIDIAO七调寡肽原液（修护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6 广州森乎吸贸易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雅白玉 六胜肽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2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KLOLi焕采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35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37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JDCK-保湿嫩肤冻干粉+保湿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43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采萃 绿豆泥浆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 绿豆泥浆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 绿豆泥浆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KLOLi净透新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52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芭拉流彩炫眸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流彩炫眸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流彩炫眸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ES’TQ 纳米养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58 广州亚细亚商贸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魅惑四色眼影G01蜜桃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61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魅惑四色眼影G02落日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63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玫瑰花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72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眼一生明眸眼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76 广州升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MU紧致手工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77 广州市荔湾区高柔化妆品厂
水灵姬植萃舒柔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8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JDCK-保湿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94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蒂娜艾玳魔力球.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9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小黄姜百草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7999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宾娜补水沁润花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09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蜂蜜人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13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水润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水润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水润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仙妮柔润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21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魔海藻芦荟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2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uer  HYDROGE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auer  HYDROGE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auer  HYDROGE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宾娜玻尿酸水光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38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仙妮隔离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4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漾补水亮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4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上缘植物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47 广州指上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娜焕颜美肌花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48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葡萄籽修护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49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仙妮柔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雪莲靓颜修护组合─雪莲靓颜嫩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上缘植物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4 广州指上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舒缓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妮迪 六胜肽备长炭净透雪肌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5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卿多肽靓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靓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多肽靓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MB-K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2 广州雨润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方世家草本精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5 广州苗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泉美 深层滋养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6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指上缘植物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68 广州指上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上缘植物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71 广州指上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小分子肽修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7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色玻尿酸透润补水面膜（肽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圣色玻尿酸透润补水面膜（肽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圣色玻尿酸透润补水面膜（肽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娅梵琦 樱桃籽美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82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润颜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润颜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润颜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海姿芙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87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9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海蓝多肽胶原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097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海藻酵素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0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钻石小灯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0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幼龄美肌水光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0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清泉Yu.spring肌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13 广州清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妃滋养嫩肤香氛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25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赛珀兰水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26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活胜肽盈润修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29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黛子 YURDAIZI紧致爽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35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御芯源温润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3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泉清透隔离防护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43 广州顺安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深彻补水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45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宾娜烟酰胺保湿亮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46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云山茶花酵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55 广州闵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奈儿奢华炫亮持妆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叶杜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叶杜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叶杜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雪莲靓颜修护组合─雪莲靓颜嫩
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收缩毛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收缩毛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收缩毛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漾女神清润补水小仙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05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烟酰胺修护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烟酰胺修护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烟酰胺修护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娜水光净透花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4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9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54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然清颜透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5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7枫棕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7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力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眼
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眼
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眼
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美
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美
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美
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琋 多肽恒时青春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7
广州女儿红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净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净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净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29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隔
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隔
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隔
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补
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姜能调理套组-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3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柔
皙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柔
皙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柔小青柑补水亮肤六件套—小青柑柔
皙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1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 004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22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妃美肌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24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spamao提拉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25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美丽奇迹多肽紧致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30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 005摩卡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32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10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1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 0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5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鹏博羽 赋活霜（通用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6 广州慈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中医SHIZHONGYI清颜祛痘如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7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 001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49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 0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54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兰迪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56
广州蒂兰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3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5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养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养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养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TRUE 星空滋养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6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2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73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眼部系列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深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深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青春植萃深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4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浓情蜜意
康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浓情蜜意
康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浓情蜜意
康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宠爱一生
康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宠爱一生
康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宠爱一生浓情套组-宠爱一生
康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8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佰草水光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91
广东俏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季颜 原花青素微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9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多九如如一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393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绿草元黄芪·炒白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
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0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黄芪·炒白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
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0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黄芪·炒白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
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0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美肌颜鲜汁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1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酵母嫩肤蛋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欧仙妮柔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保湿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保湿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保湿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BEE QUEEN蜂蜜洗发乳（清屑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32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安露尔水光隔离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38
广州市慕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季生姜植萃强根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58 广东妍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净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净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净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YXprofessional REPAIR INTENSIVE 
CARE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NYXprofessional REPAIR INTENSIVE 
CARE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NYXprofessional REPAIR INTENSIVE 
CARE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7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金桂花明眸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ONYXprofessional PEELING CALLUS 
REMOVING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NYXprofessional PEELING CALLUS 
REMOVING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NYXprofessional PEELING CALLUS 
REMOVING BOOTIES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瓷肌系列 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贝缇复合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7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妃美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489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QIDIAO七调玻尿酸原液（水润瓶）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05 广州森乎吸贸易有限公司

XCD 修容美眸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1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红妃美肌滋润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23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金鹏博羽 赋活霜（女士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25 广州慈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nva铂金雅典娜雅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30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深海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36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洋甘菊莹亮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洋甘菊莹亮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洋甘菊莹亮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提亮保湿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提亮保湿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提亮保湿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茜寇透明质酸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透明质酸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透明质酸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多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多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多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怡芙莱紫松果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紫松果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紫松果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蛋白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蛋白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蛋白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1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妃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6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玉露润养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净颜修护原液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8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美缘 复活草净润焕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79 广州市百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烟酰胺原液亮肤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85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az多肽蛋白线雕组合多肽紧致靓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86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1杏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3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の界痘痘净肤组合-痘痘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5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8梅浆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梵薇玻尿酸原液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时光冻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时光冻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时光冻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5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黛丝多肽能量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2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黛丝多肽能量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2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黛丝多肽能量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2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妃活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35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易龄康富勒烯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48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ORYDERM水光鱼子精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52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桃白姬竹炭吸黑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55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亿莲雅胶原多肽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5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蜜琳补水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5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6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6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6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胭脂玫瑰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62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领日记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67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肌蕊泉活力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74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芳姿玉颜FANGZIYUYAN水源隐形弹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82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SEENOOW安瓶精华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699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胶原酵母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07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桑忠佳水光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14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胶原酵母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31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小琳日记栀子花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32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琳日记樱花青春焕颜花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34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CP大西洋雪松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38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SCP大西洋雪松舒缓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40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亿莲雅丝柔水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致雅吟肌源修护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43 广州诺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黄金原液滋润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4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韩风艾纳尔积雪草紧致焕颜套-积雪草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54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兰爱秋葵原浆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64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堤爾极润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6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7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胭脂生物柔滑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88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多效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9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9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9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79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百合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0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百合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0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百合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0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珑美秀 氨基酸活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0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玲珑美秀 氨基酸活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0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凡兮山茶花清透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11 广州壹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凡兮人参滋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14 广州壹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凡兮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15 广州壹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 茶树微精华安瓶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16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YsmY雅诗美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2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婭蓓寡肽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水氧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水氧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水氧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水氧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    绿茶水光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5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那么那膜樱花补水亮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37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美界玻尿酸极润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44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锁春 保湿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48 广州锁春内衣有限公司

美肌颜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5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向芸多肽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向芸多肽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向芸多肽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原液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870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绿草元紫苏·藿香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3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紫苏·藿香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3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紫苏·藿香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36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尚颜慷堂养颜伊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39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颜慷堂固源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40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颜慷堂养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41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涵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51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涵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52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SEENOOW安瓶精华香氛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56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蓓爱 藏红花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59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2清颜莹润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60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格格妮 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6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细颜洋甘菊柔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68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缘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71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标妆妆花湿发感造型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7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妆花湿发感造型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7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妆花湿发感造型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7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80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积雪草亮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84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那么 那膜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85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木诗佳玉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58998 广州草木诗佳贸易有限公司

安妍俪 沁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02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亦唯YW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05
广州唯有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童颜丽韵赋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08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萃八味珍品透润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味珍品透润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味珍品透润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QIDIAO七调烟酰胺原液（亮润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30 广州森乎吸贸易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4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4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4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AGENE植语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54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萌丹琳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63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ZAGENE植育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66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77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ANVAN深彻透润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LS净颜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熊果苷
亮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熊果苷
亮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熊果苷
亮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旄美净颜焕肤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旄美净颜焕肤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旄美净颜焕肤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0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精致活氧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4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氨基酸保湿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5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is Care 素森康类人胶原蛋白氨基酸
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07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金逆年璀璨水滴玻尿酸面膜组合-金逆
年璀璨水滴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16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玲珑美秀 蛇油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2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玲珑美秀 蛇油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2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莎丽娜氨基酸清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34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玫瑰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2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金佰卉清爽舒润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迪瑞熊果苷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4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依氏 水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5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雪肌之谜净颜透亮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6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玛依保湿卸妆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保湿卸妆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保湿卸妆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48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逆年璀璨水滴玻尿酸面膜组合-金逆
年逆年龄冻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57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DD 活酵母多肽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活酵母多肽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活酵母多肽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玻尿酸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玻尿酸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玻尿酸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多重胜
肽活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多重胜
肽活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生物肽膜法时光礼盒-多重胜
肽活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曼莎透皙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透皙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透皙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75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燕窝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麗晶明人之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4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丽星化
妆品商行

诗颜美姿 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87
广州市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逆年逆年龄冻修护面膜组合-金逆年
逆年龄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194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逆年逆年龄冻修护面膜组合-金逆年
逆年龄冻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01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绚深层补水动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深层补水动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深层补水动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 肌因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08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惠丽人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1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1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1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丽蔻玻尿酸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16 广州植丽蔻贸易有限公司
金逆年璀璨水颜净肤面膜组合-金逆年
璀璨水颜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18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日美养肤面膜粉+三日美生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21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金逆年璀璨水颜净肤面膜组合-金逆年
逆年龄冻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24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由膜法复活草清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野玫瑰舒缓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3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SPA  时光倒流蝉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32 广州市竞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奢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奢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奢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女人多肽活性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52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艾娜薇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54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玲珑美秀 葡聚糖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5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玲珑美秀 葡聚糖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5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田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66 广州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婴幼儿泡泡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72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碧草香舍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77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司帕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86 广州司帕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玉润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291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红妃水漾净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06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诗曼朵浓妆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15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清爽水润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清爽水润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清爽水润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控油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控油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控油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洁
面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洁
面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洁
面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茵妆浪漫魅惑香水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53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茵妆甜蜜爱恋香水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5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茵妆自然花园香水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60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欧仙妮柔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8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水光活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39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0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0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0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蝶雅 清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09 广州琛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姒女神豹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姒女神豹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姒女神豹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依神MEIYISHEN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16
广州市洪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 Care 素森康类人胶原蛋白舒缓修
护冻干粉+类人胶原蛋白舒缓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31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水漾雪颜气垫BB霜（粉嫩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7 广州沛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八杯水补水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4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月畔花弹润无瑕蘑力BB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51 广州拂堤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月畔花弹润无瑕蘑力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58 广州拂堤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微美倾城口红01高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71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妆点年华椰奶小蘑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72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黛皙儿微美倾城口红02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79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兜美人瓷肌秀泽水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83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微美倾城口红04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86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芭黛皙儿微美倾城口红06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87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芭黛皙儿微美倾城口红03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059488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2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10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4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14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17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3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18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6御姐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25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8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27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5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28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7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29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红樱桃健康唇膏02#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30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琪仕美雅致盈润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38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09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39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多美诱惑丝绒口红(Z10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42 广州植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黄金丝肽液套盒-肽金蛋白液+胶
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47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肥圆圆轻氧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49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姿馨玻尿酸玉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76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女王秘码健康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78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馨茶树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92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莱姿馨多肽提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596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豆妃盈润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01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妃盈润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01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妃盈润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01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倾慕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14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佰丽圣杯奢华绝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2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多效修护蛋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31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纯情诱色唇釉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51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芭黛皙儿纯情诱色唇釉02#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52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芭黛皙儿纯情诱色唇釉04#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55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芭黛皙儿纯情诱色唇釉05#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57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肌琳莎晶莹水嫩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晶莹水嫩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晶莹水嫩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纯情诱色唇釉06#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4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ior Hay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Hay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Hay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66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Hay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7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Hay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7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Hay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7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仕美花漾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59697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0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帝斯莱丝  水解蛋白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  水解蛋白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  水解蛋白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5#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0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6#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2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欧仙妮柔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4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8#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7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4#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大理石唇釉套装--M2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2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大理石唇釉套装--M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3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9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3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人关思绣柔润雾感唇釉 507#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35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麦古好评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2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柔滑水养护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3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锁妆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4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8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极光情迷巴黎轻盈唇釉207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1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1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1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倩纪迷潮四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3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アラレ明眸触情眼影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アラレ明眸触情眼影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アラレ明眸触情眼影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魅力女主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魅力女主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魅力女主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3爵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3爵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3爵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4赤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4赤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4赤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2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2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盈润显色口红02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HI 研诗魅惑丝绒口红（复古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64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HI 研诗魅惑丝绒口红（秋叶橘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6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HI 研诗魅惑丝绒口红（中国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70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酷黑细长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酷黑细长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酷黑细长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a 酷黑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93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浓黑纤长定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浓黑纤长定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浓黑纤长定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7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1539大眼睛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04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兜美人墨耀浓密惊艳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07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DIALLPHI红石榴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10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NVHUA淑女花朱砂寒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1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涓涓小泉 夏季舒缓清凉爽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16 广州辰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涓涓小泉 玫瑰纯露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0 广州辰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特娇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3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精致美眸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K-NAKED 裸瑟浓密卷翘芭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2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尼魅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34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关凝眸情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1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知贤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5
善知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特娇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6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独特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独特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NCSE爱神舍独特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4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睫毛膏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5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睫毛膏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5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睫毛膏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5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5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6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锦瑟修容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2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焕颜柔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焕颜柔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焕颜柔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紧致系列 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598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塑蓶美魅惑雾感塑性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2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自然遮瑕透气隔离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12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丝美诗 玩美·梦幻美肌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13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黑金光感遮瑕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1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黑金光感遮瑕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1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黑金光感遮瑕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5991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蕊诗妈咪 韵美如初套 韵美如初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07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养颜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1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植荟草本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1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22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叹焕采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26 广州森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觅何首乌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32 广州六动贸易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丝滑无痕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42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SPECIALIST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43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角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角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角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HAI ZI FU净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5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仙妮柔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5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柔润保湿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6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 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73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 Care 素森康类人胶原蛋白舒缓修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82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海洋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86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烟酰胺美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08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温和净化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0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氨基酸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09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天成密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22
仁兆行（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 好易焗营养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32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头皮净透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36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梵茜寇丝滑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4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丝滑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4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丝滑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4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LIDORI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4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丝滑轻感水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49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头皮舒缓修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52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臻养靓色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55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一束韩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束韩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束韩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妤婕孔雀石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67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美颜坊水润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7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gian光感灯泡肌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74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SHURROW杉若水感亲肤矿物定妆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75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 强韧养护盈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76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火山岩泥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79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 祛痘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8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睿泉 寡肽幼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92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滋润护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196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优淑娅3D胶原蛋白线球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10
汝鸿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太極古芳火山岩泥毛孔清洁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11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茜寇生物多糖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12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生物多糖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12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生物多糖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12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RΛDIΛNCE Hydrating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49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脉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67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秦博士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68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套盒胶原蛋白冻干
球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套盒胶原蛋白冻干
球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蝶草鲜酵驻颜水光套盒胶原蛋白冻干
球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雪肌之谜净颜透亮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88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雪肌之谜净颜透亮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90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雪肌之谜净颜透亮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291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AI OPEN寡肽冻干粉套组-寡肽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07
广州卓逸时代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颜癸人雪肌之谜净颜透亮素颜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15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芦荟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1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 芦荟爽冰冰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2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老泉神经酰胺屏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21
广州市海老泉生物技术有限
责任公司

和筋堂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珍珠水光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0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珍珠焕彩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4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珍珠水光肌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5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珍珠水光肌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7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诗惠尔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8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珍珠水光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49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の界痘痘净肤组合-痘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55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Vivaz多肽蛋白线雕组合多肽玻尿酸精
华液+多肽紧致蛋白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57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安肤套组-
AP·SCF富勒烯安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6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丝蛋白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液+AP·SCF美肌丝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7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Vivaz多肽蛋白线雕组合多效抗皱精华
液+多效抗皱紧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77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8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姿言活力VC冻干粉礼盒-焕活鲜肌润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8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活力VC冻干粉礼盒-焕活鲜肌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9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植萃臻颜美肌套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94 广州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植萃臻颜美肌套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397 广州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蝶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06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轻透柔光粉饼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11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蕾彩卡蒂洛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15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焕彩轻盈四宫格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焕彩轻盈四宫格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焕彩轻盈四宫格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雾感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2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亮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亮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炫亮胭脂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植因液+AP·SCF美
肌丝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5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优颜素肌肤修护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88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黑色裂变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黑色裂变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黑色裂变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轮廓高光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0496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氨基酸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20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玻尿酸液态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2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素生活阳光女孩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24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鳯天凰女美肤定制晶透焕颜原液礼盒-
焕颜提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28 广州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鳯天凰女美肤定制晶透焕颜原液礼盒-
水光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30 广州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TRE柠檬VC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3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RLOTTA 奕香气息风暴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气息风暴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气息风暴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44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正草堂清新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50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自然花园香水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58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妡眉水光无影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眉水光无影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眉水光无影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甜蜜爱恋香水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6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茵妆浪漫魅惑香水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7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DLS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植润 水光保湿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植润 水光保湿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植润 水光保湿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黛罗兰寡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89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焕颜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59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欧泊芮深海活氧清洁棉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09
广州市慕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沐言 风中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13 广州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肌底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1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肌底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1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肌底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1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凡京格亲肤靓彩护理套-亲肤靓彩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颜婉儿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定
制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24
广州肽之美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雍修堂疏韵滋养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3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馥博芸花养臀部轻润护理套盒-花养
臀部轻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54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滋养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57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婉儿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定
制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60
广州肽之美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高倩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6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痘娘 美业薰衣草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71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尚美汇  大马士革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7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黛丝绿藻凝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80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兰诗伦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68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ILSAR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深层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深层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深层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水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水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XQian水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深层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婷酵母鲜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1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即水光补水仿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水光补水仿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水光补水仿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植颜酵素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妃润养发丝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4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JDCK-水盈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39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优颜素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49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润植萃焕颜精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50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维C水润嫩肌修护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5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OBQUE肌底焕活套-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5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莉雅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2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 男士劲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男士劲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男士劲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 植萃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 植萃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 植萃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6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莉雅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2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妍蚕丝净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妍蚕丝净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妍蚕丝净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OKOTAS 酸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9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 酸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9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 酸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79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竹炭净透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竹炭净透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竹炭净透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颜素肌肤修护注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89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诗精纯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94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朵石墨烯冻龄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石墨烯冻龄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石墨烯冻龄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水润净澈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水润净澈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水润净澈明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维生素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LLION UNITE水光润颜牡丹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13
欢喜慧德（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优理氏紧致理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1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医宗植物净润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17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仟色妃烟酰胺玻尿酸多效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22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诗惠尔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
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2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润植萃焕颜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25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爱诗惠尔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娃娃 熊果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熊果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熊果苷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欧碧润花开四季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3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娃娃 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润丝丹氨基酸水嫩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53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贝艾美积奇男士泡泡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55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贝艾美俏佳人泡泡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57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值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76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凰纯然玫莉补水套-玫莉露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9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优雅KAYOUYA牛油果盈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898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依氏 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00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6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6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柔雾单色腮红粉 z306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臻宠玉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1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 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15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缇雅水光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颜草素颜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恩雅妃德轻薄持妆彩妆套盒-娜恩雅
妃德轻薄持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2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采萃烟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rtega水润焕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5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劲透醒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ZI添姿水润亮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3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依氏 水颜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41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颜季时光冻龄眼霜套盒-时光冻龄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0945
广州素颜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RINSAR慕丽莎肩部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肩部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肩部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密爱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密爱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密爱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活力轻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活力轻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活力轻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达护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达护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达护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清舒畅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清舒畅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URINSAR慕丽莎舒清舒畅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尊凰玫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三体养护套-红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08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玺香薰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82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雅典娜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83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84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  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9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净颜按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小金蛋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19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CAMP 玫瑰磨砂柔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03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D.CAMP 山羊奶水润嫩滑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04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保加利亚玫瑰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30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Y爱尔兰风铃草地中海橙花香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36
广东琴叶健康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柏葆泉温泉浴宝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44
广东柏葆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舒缓特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245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Qii舒活调理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Qii舒活调理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柯玛养之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施帝玫瑰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14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穆菲自然之吻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15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尼爱上水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1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颜季时光冻龄眼霜套盒-时光冻龄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21
广州素颜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志伶粉嫩透润明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粉嫩透润明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粉嫩透润明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茯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茯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茯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银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银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银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光感修颜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3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舒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舒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舒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小米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小米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小米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4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光感修颜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5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姬奇焕光感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2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欣莉雅水光无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6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2#遮瑕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7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 红石榴植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9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9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翳美儿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1395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0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兜美人愫影润彩光感口红288温变千人
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03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0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1-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1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1-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1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1-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1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8210鳄鱼油保湿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2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2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多莉 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3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3-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3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3-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3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3-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3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NGKE冰珂一笔描绘浓黑顺畅星空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1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4-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4-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4-南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2-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4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6-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6-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6-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奈佰丽奢金国粹风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5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利斯 璀璨星空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67
广州艾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一童话清透裸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76
广州木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润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润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原粹淘米水·黑米润发米浆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恩雅妃德轻薄持妆彩妆套盒-娜恩雅
妃德轻薄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49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ANVAN兰花肌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03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NVAN兰花肌源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14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二裂酵母胎盘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44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娜姿防水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50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羞瑟星空飞扬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61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eup烤粉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66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季蛋白肽套装-紧致精华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78
广州素颜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露絲臻颜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89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安肤套组-
AP·SCF富勒烯安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蕾彩倾心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597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奢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03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欧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04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安肤套组-
AP·SCF美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0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琪仕美水润透亮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40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黛丝胶原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53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卡雅 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75
广州海纳百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使系列焕颜修护液+生物肽母液+生物
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焕颜修护液+生物肽母液+生物
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焕颜修护液+生物肽母液+生物
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焕颜修护液+生物肽母液+生物
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美时光清爽舒畅调理套-草本活力修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84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清爽舒畅调理套-清爽舒畅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86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清爽舒畅调理套-清爽舒畅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87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清爽舒畅调理套-清爽舒畅调
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695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ALIGLORIA VC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VC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 VC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ALLPHI黑炭净肤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15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玻尿酸原液组合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原液组合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原液组合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KADA威卡达无味塑型保湿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25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诗缇嫚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3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 净润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4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45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手主義玻尿酸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46 广州市晓石商贸有限公司

欧尔赋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58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缇姿倍润靓肤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6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缇姿水光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6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芳姿玉颜FANGZIYUYAN净透弹润修护冰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82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8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茉莉精油+香施帝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89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全息八韵至尊精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91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善堂全息八韵至尊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1792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琳日记聚谷氨酸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00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姿林兰润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02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敷美人盈润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04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ghtness MILK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1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复活草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3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苦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苦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苦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3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雪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4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FAST隔离防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43
千娇阁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小分子五件护肤套盒-玻尿
酸小分子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5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安肤套组-
AP·SCF美肌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蜗牛冻龄密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复活草清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奢妍靓雪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奢妍靓雪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奢妍靓雪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姿赋颜抚痕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79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自由膜法野玫瑰舒缓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美肌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美肌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美肌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惠丽人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8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人堂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90
广州镭鑫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缇姿水光润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89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才金国际毛发滋养柔韧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 头发纯净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自由膜法复活草修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涵紧致亮颜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5
广州市爱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由膜法蜗牛修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蜗牛冻龄密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ZLAN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10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婉婷 润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11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自由膜法玫瑰修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1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妙微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27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婷逆龄润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2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冻干粉+肌密赋活溶
酶水+肌密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冻干粉+肌密赋活溶
酶水+肌密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赋活冻干粉+肌密赋活溶
酶水+肌密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3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当家芒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6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CJGJ 毛发蓬松丰盈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3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冻干粉+肌密奢颜溶
酶水+肌密奢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0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冻干粉+肌密奢颜溶
酶水+肌密奢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0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奢颜冻干粉+肌密奢颜溶
酶水+肌密奢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0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丽康美 臻美肌源冻干粉+臻美肌源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诠美集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5
硕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靓肤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 芦荟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漫克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48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当家海藻芦荟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56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系列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6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晶钻童颜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6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保湿冻干粉+保湿溶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保湿冻干粉+保湿溶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保湿冻干粉+保湿溶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79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吉萱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8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levins  晶澈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1982 广州运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SiDaiYa娅思黛雅肩颈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YaSiDaiYa娅思黛雅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0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LIMERYVECO平衡管理套-平衡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11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穆菲都市丽人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34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微肽酵素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38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蔻秘密美颜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蔻秘密美颜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蔻秘密美颜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姿美雅 牛奶 蛋清 多效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50
广州市欧姿美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尚颜慷堂润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65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兰碧秒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74 广州驰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依蘭焕彩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9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依蘭焕彩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9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依蘭焕彩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9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玻尿酸胶原蛋白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94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颜世家洋甘菊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098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之道滚轮式老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之道滚轮式老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之道滚轮式老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芝羽芳草浆精华霜（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6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7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芝羽芳草浆洗发露（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08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贞薰衣草柔嫩透亮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13 广州伊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婷 抹茶细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15 广州雨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海藻薄荷磨砂盐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1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芳芝羽芳草浆洗发露（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27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SiDaiYa娅思黛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2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LEE DES ROSES植物精华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38 广州法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NEW 新生机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6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光·艾妍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65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清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66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埃婷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85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1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崇善女士祛痘3件套-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04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诗露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雅斯莱寇腹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凯诗露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罗拉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7 广州市罗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媛美 营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媛美 营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媛美 营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1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时光·艾妍水光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20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御益坊新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23 广州诚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纽姿兰透明质酸钠护肤套盒- 弹润滋养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25 广州妮可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OCE椰子油玫瑰 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2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水胭脂冰凝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31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肽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肽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肽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乔贝祛屑精灵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41 广州柔森商贸有限公司
欣莉雅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45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NQI纯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4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六胜肽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六胜肽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六胜肽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5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水元素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69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YAQUAN莉雅泉 薏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71 广州雅洁贸易有限公司
尚泊美逆龄雪肤肌底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73 广州维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多肽亮颜密匙套-富勒烯亮肤
冻干粉+富勒烯亮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76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8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 逆龄定格冻干粉+逆龄定格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8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水润丝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90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 逆龄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9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 逆龄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29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舒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21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雪丽清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2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雪丽清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2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雪丽清肤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2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30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林美语--多肽修护套--补水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33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植觉金缕梅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3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涵梵尘多肽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3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林美语--多肽调肤套--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1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雯之婳多肽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觉青竹籽轻盈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4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林美语--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52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林美语--多肽调肤套--多肽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55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林美语--多肽调肤套--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57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林美语--多肽调肤套--多肽调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59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璇 凝时紧致冻干粉+凝时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6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玻尿酸多
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玻尿酸多
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玻尿酸多
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丹氨基酸柔顺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69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丝丹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70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VAN兰花肌蜜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77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FEI ZHI YUN 草本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8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神经酰胺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9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神经酰胺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9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洛缔娅 修护保湿原液套盒-神经酰胺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9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姿妮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395 广州烜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丹氨基酸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08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芯缘 逆龄焕颜冻干粉+逆龄焕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1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丹氨基酸深层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16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 ZHI YUN 草本植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1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 逆龄焕颜冻干粉+逆龄焕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1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焕颜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2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祛痘净颜套盒-私人定
制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22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雯之婳焕颜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2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 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2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祛痘净颜套盒--净肤焕
颜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27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 ZHI YUN 草本紧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3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 ZHI YUN 草本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3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雪丽植萃润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雪丽植萃润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雪丽植萃润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端粒肽 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之道富氢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  澳洲茶树毛孔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想家氨基酸·水果营养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48
广州李时珍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臻品 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5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值传奇 逆龄焕颜冻干粉+逆龄焕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5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舒活灵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舒活灵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舒活灵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萃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0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0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0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丹氨基酸植萃营养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1
广州美妆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芯缘 逆龄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 ZHI YUN 草本植萃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OUNG科博颜青春长·冰肌防护隔离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一婳韵透晶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6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传奇 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7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值传奇-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7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雪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78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罗伊卡奢金修护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79
罗伊卡（广州）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一婳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48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鹭鑫俊颜 青春逆龄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07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娜薇美塑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10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倚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端粒肽 逆龄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2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素熙焕颜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22 广州安安贸易有限公司

艾娜薇肽能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25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凝瞳青春抗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31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梦碧莱娅水氧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碧莱娅水氧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 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5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6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 逆龄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6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轻柔丝滑营养还原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轻柔丝滑营养还原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轻柔丝滑营养还原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仟色妃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3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N·A·H玫瑰水光凝胶软膜+N·A·H植
物氨基酸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氏俪人养护调理套-伊氏俪人肌肤养
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5
广州鼎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姜养养护套-伊氏俪人热力生
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76
广州鼎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臻品 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8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怡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8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婳雪莲纤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9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蓓爱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599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滋养套盒-陶丝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00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净透套盒-陶丝净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01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水涵数壳聚糖焕肤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14
水涵数（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凝瞳青春抗皱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20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复合多肽浓缩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2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复合多肽浓缩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2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复合多肽浓缩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2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尚颜慷堂金淋调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25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水光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2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青春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4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时光·艾妍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5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博尔芦荟凝胶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博尔芦荟凝胶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博尔芦荟凝胶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艾妍水元素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39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清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42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水元素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47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关奢宠黄金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4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uerlty科瑞缇美腹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54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银离子透亮净肌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5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QUSOL 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58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波迩莱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69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69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基础胶（擦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69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银离子透亮净肌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7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紧致理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76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莉雅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689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 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0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ilaimei致青春蓝铜肽雨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08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莉雅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1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丽韵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多效修护
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19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值传奇 逆龄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5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2 防护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54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诺雅泉众盛 亮颜玉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57 广州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雅泉众盛 深润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66 广州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糖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6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丝柔飘逸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丝柔飘逸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巴西果丝柔飘逸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欧尔润亮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84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极妍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7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零 精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00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黛人参强韧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0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evins  晶澈屏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08 广州运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穆菲黑石榴中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15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穆菲焦点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16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多维优化眼部组合-眼部
优化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2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尚美汇  大马士革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3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穆菲花贵族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35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颜春香膏-沐雪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3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珍堂姜养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55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莉思马马油复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69
广州一桶姜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useSerumPro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71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曼朵海洋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77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思穆菲午夜遇见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82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肩堂温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84
广州新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多维优化眼部组合-多维
优化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8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Zhilaimei致青春蓝铜肽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94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多维优化眼部组合-多维
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897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蔻苏妍轻奢智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蔻苏妍轻奢智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蔻苏妍轻奢智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赛珀兰亮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ilaimei致青春蓝铜肽雨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2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丽韵肌源修护美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4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hilaimei寡肽雨润拍拍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6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灵老姜强韧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老姜强韧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老姜强韧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丽韵肌源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19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如瑟水光润珠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21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崇善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24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useSerumPro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28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田润颜水漾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31 广州联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OIEY唯诺雅私人定制红藻门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NOIEY唯诺雅私人定制红藻门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NOIEY唯诺雅私人定制红藻门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梵希沙棘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46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道能量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54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紧致鲜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茹春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茹春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茹春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昌 胸部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胸部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 胸部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仁堂 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75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博尔调理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博尔调理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博尔调理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可丽舒缓修护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297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臀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曼朵小分子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2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贝曼莎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8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8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08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特蕾娅姿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特蕾娅姿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特蕾娅姿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坦LEVIATHAN胸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1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sine 芬丝尼深海红鱼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37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娇珀语水漾光感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漾光感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娇珀语水漾光感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拉 仙人掌舒护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48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姜虎头皮护理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59
姜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OOSI玫歐絲水漾美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玻尿酸冰肌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6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清爽透亮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6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穆丝  冰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依西柚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78 广州亿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行圣泓 之信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信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信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O-Michly水感轻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09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ICHYS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00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精华补水养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0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九行圣泓 之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勇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義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義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義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慈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慈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慈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恭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恭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恭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孝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孝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孝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SLIMERYVECO平衡管理套-平衡管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3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行圣泓 之言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言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九行圣泓 之言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百年拉菲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38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38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拉菲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38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子茵珍珠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50 广州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黄金胶原蛋白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82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净肤修护套盒-私人
定制净肤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86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可特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91
广州东草珍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1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12MONTH金纯多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0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牛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04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魅力粉嘟嘟水润套 魅力粉嘟嘟水
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糖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糖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多糖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0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祛屑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祛屑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发舒宝蜂胶蛋白祛屑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贝曼莎深层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4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深层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4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曼莎深层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14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DD 痘肌护理套盒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密语养护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3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似水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美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美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美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4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HèREX 爱瑞克丝 舒养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5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 爱瑞克丝 温元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5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 爱瑞克丝 幸福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5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爱瑞克丝 舒养调理套（滋养型） 
滋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6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爱瑞克丝 肩颈舒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6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玉堂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75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爽水嫩防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爽水嫩防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爽水嫩防护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子兰子悦肌隔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29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 SPA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艾源蜜爱娇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芦荟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芦荟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芦荟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乳木果油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乳木果油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乳木果油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 弹力提升冻干粉+弹力提升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1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姿婷美草本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2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媲妮活性胶原蛋白多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41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RoseBird玫瑰鸟光影修颜双色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4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顿清颜修护冻干粉套组-清颜修护
冻干粉+清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62
广州东创利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6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似水柔-柔情舒缓套-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情舒缓套-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似水柔-柔情舒缓套-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康灵茶籽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茶籽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茶籽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理氏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78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美肤塑颜冻干精华粉 +美肤塑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8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 弹力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8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志伶弹嫩雪润明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弹嫩雪润明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弹嫩雪润明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媲妮活性胶原蛋白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398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兰媲妮活性胶原蛋白多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03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兰媲妮轻盈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05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09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麻 SOOMARS童颜皮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艾里夫酵母奢宠修护套装酵母奢宠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1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OBQUE肌底焕活套-舒缓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2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OBQUE肌底焕活套-密集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2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媲妮活性胶原蛋白多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26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莎诗缇嫚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4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暨颜俪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41
广州暨颜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艾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53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雪儿隔离防护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0
恒冠黛薇娜（广州）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

ME时代烟酰胺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2
广州蜜时代咨询顾问有限公
司

伊润雅 雪肌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润雅 雪肌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润雅 雪肌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莎丽娜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5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 弹力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6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先生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72 广州美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媲妮活性胶原蛋白多肽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77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U合肽 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7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蔻资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483 广州澳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07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坊堂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12 广州市神农药业有限公司
右蔻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1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净肤控油黑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1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晶透净肤气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21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朴妆 冰爽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2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2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莉雅定妆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41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韩姿大金瓶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49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赛璐酵母焕颜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3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精华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精华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精华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美肤靓颜套美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P-Ⅱ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59
广州美赢天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欣莉雅水润弹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62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得丽颜 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69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伊得丽颜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2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雪嫩保湿明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雪嫩保湿明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雪嫩保湿明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芙迩多肽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84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菁润堂美肤靓颜套熊果苷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86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志伶柔润保湿明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柔润保湿明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志伶柔润保湿明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美肤靓颜套玻尿酸水漾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59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酵母紧肤提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0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KA PERSONAL TAILOR光感美肌修护
组合-光感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03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菁润堂玻尿酸水漾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19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颜俪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35
广州暨颜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KA PERSONAL TAILOR光感美肌修护
组合-光感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43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MEI.KA PERSONAL TAILOR光感美肌修护
组合-光感美肌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44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娅丝圣黛头部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5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得丽颜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57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伊得丽颜 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59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伊得丽颜 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60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铭草本美韵套-美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舒缓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96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老椰农植萃椰油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老椰农植萃椰油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老椰农植萃椰油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6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舒缓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721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液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霜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霜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霜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液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液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液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液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液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液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霜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霜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霜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紧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紧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紧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KA PERSONAL TAILOR光感美肌修护
组合-光感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45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JUNYISHENG 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50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佰卉极润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6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6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6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妃嫚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74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9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9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9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多姿烟酰胺亮颜修护冻干粉套-烟酰
胺亮颜修护冻干粉+亮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92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V·18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3894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M.ry BB cream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BB cream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ry BB cream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0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焕彩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2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娘美业纸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30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敷美人微肽赋活原液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3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莉丝红茶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6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6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7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75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傳世美家丰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87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草本颐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草本颐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草本颐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T 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3998 广州宾奎商贸有限公司

粉涩樱花柔顺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32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涩樱花甜蜜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36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3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3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3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舒安倍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曼娜美奂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4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OUFEQAN欧妃泉水漾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51 广州裕肤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熬夜奇肌焕彩黑白双膜熬夜奇肌
焕彩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91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清妃靓颜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92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清妃靓颜瓷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94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清妃瓷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96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清妃靓颜瓷肌酰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099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清妃靓颜瓷肌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0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1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1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1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2大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15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4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16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1深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0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5正桔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2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美迪智熬夜奇肌焕彩黑白双膜熬夜奇肌
焕彩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3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6高贵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4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九毛久首乌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7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仙人掌高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2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美奂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4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Mojé-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jé-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jé-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4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肤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肤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肤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2H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2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2H KERATIN TREATMENTA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3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2H KERATIN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5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2H KERATIN CONDITIONE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7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Yogi care coconut hair & body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58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Yogi care macadamia hair & body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0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Yogi Care U-colag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1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Yogi Care Ubond Mate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2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CLARIFYING S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3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ANTI-AG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4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COCONU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5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ARGAN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6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ANTI-FRIZZ CONDI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8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D PLEX-A ESSENSE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69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D PLEX-B PROTECT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0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D PLEX-C CARE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1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PU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2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LISS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3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DAILY CONDI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6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PU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7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8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79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80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APLEXX A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81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FOLIAGE APLEXX B RECONDI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84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DOMANEL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93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SIPOING青春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青春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青春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1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悦安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蕊之谜娇润粉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3 广东谷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KOU纪蔻黑松露蕴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4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脚丫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5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脚丫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5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JIKOU纪蔻黑松露蕴能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06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香奢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1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aily Fair每皙植萃多效氧气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23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老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225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 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8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薏仁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薏仁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薏仁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嫩肤懒人素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庄雯丰盈丝滑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3 广州庄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真青春水妆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青春水妆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青春水妆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39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 弹润柔亮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01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希莎仕 Q10充盈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06 广州肌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颜净润颜雪肌套-泉颜净润颜净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10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颜净润颜雪肌套-泉颜净雪润复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11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歌草本醒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32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妍奢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奢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奢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舍名院-玫瑰花苞水沁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59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64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透
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67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大马士革玫瑰花青素活颜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69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玫瑰花苞水鲜活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1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玫瑰花苞水水凝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2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洁净润透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4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水光精华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5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玻尿酸蜗牛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7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玻尿酸复合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8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微姿态柔润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79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舍名院--海藻精华萃亮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80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草舍名院--水光幼嫩保湿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82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透亮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85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舒润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87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微姿态控油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89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紧致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92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云丹悠品YDY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丹悠品YDY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丹悠品YDY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丹悠品YDYP雪绒花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丹悠品YDYP雪绒花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丹悠品YDYP雪绒花水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偌霖水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03
广州市嘉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速美人月宫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4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怡自然生姜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怡自然艾叶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尼斯曼姿青春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尼斯曼姿青春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尼斯曼姿青春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氨基酸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2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2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2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碳酸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3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芙雪焕颜清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0 广州市欧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玛茜   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双色美颜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4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细颜茶树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59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仁堂 祛痘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60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氏白藜芦醇沛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64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梦呓梵植物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7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多
效劲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多
效劲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多
效劲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倚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倚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倚娇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5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艾薇柯舒润纯净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01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奥斯美时光隧道红石榴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09
方圆美业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依莱丽酵素保湿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11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蓝莓精华植物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15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绿茶多酚净透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16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芊语蔻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19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丝格草本深层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24 广州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25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貴雅颜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26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兰大地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27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28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38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乔怡爱舒缓净肌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39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靓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46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靓颜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4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呓梵植物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4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橄榄柔顺滋润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N洋甘菊赋活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65
广州市潮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格草本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66 广州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男士活炭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6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男士活炭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6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男士活炭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6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轻龄舒缓组合- 水漾舒缓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72
广州薇诗奥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迅美原研生物发酵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77
广州迅美原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百氏 天然芦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天然芦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天然芦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兰懒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兰懒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兰懒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吖酵素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90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nfan森梵 聚元年轻赋源套 聚元年轻
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96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清
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清
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清
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6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昶香玉滋润娇美套 滋润娇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05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益畅清和套 益畅清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06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月俏佳人套 月俏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0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依芙曼 依柔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0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昶香玉润源清舒套 润源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0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氨基酸
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氨基酸
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氨基酸
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昶香玉舒颈和润套 舒颈和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昶香玉润源清舒套 润源清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18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魔法汉方植萃多效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21
广州草之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之肤牛奶雪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22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31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玖阡花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41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素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47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玖阡花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51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润净肤微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59 广州西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61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62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SKYMORE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77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78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美百氏 绵羊油保湿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8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绵羊油保湿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8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绵羊油保湿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8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花钻紧致纤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795 广州蝶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拉妍维他命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01
广州睿胜霖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VINGDO妍道六胜肽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12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焕颜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16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焕颜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16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焕颜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16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焕颜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16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阡花 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21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阡花 透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25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轻龄舒缓组合-水漾舒缓特护润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26
广州薇诗奥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清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清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清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嫒吖万寿菊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39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迅美原研五谷发酵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40
广州迅美原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丝蔓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4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4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4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修护冻干粉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51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芯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氏明心 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3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紫季茯苓丝滑亮肤调养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茯苓丝滑亮肤调养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茯苓丝滑亮肤调养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莉姿颐养修护调理套-颐养佰草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6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复活草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79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颜悦全明星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悦全明星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悦全明星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娃娃 金盏花舒缓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金盏花舒缓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金盏花舒缓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8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斑美夫人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00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洁面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0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洁面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0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尼菲儿雪润靓肤套-雪润靓肤洁面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0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妇之爱古道养护调理套-妇之爱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25
广州鼎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动力唤
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佛手柑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31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肌底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3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科肤理净颜修护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34 广州雅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馤舍欧儿绿花白千层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38
广州旃檀香舍芳香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多效美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多效美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多效美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禧兰草本清痘修护组合-氨基酸滋润轻
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3
广州美极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薇柯多肽沁肌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48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德克林娜 小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55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蓝铜面部修护套--玻尿酸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5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蜂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蜂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蜂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eNa晶透焕颜水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6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轻龄舒缓组合- 水漾舒缓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67
广州薇诗奥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金蓝道奇人参修护滋养洗发贵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7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缘花花漾水嫩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76 广州恬缘花商贸有限公司
优姿彩 香氛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77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蓝道奇首乌强韧柔亮洗发贵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82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fan森梵 聚元年轻赋源套 新生源赋
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83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水漾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2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虾青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4996
歌丝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miyun米蕴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0 广州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苹果多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1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4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靓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09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腹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腹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腹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紧致嫩肤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7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紧致嫩肤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7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紧致嫩肤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7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JILL朵纪 咖啡紧致嫩肤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7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俏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3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领日记玻尿酸锁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3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沛梵夏修护溶酶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32 兰朵（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艾薇柯胶原多肽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36
广州艾维柯电子商务科技有
限公司

冠莹珍珠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37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4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套
盒-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4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养馨坊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47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琪曼妮芭乐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凝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凝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凝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城夫人时光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仙 舒缓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7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慧美堂 美波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0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丝滑水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丝滑水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丝滑水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堂 美波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8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光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光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光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早安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彩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0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双宝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双宝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双宝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玉腿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玉腿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玉腿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颐养修护调理套-颐养佰草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0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莉姿颐养修护调理套-颐养佰草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12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懂皛姐焕·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14 广州梵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 莹润懒人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莹润懒人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莹润懒人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OCOMPLEX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ZOCOMPLEX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ZOCOMPLEX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形象美 ·玻尿酸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肩宝莹润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2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次元草本霜套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动力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双肽修护逆龄套-双肽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胜肽净颜美肌套-六胜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平衡调理套-享美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彩 香氛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69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7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77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享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靡兒酵素雪颜套-酵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183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0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JDREAM  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  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JDREAM  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如一玉兰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43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可蕊姿鱼子胶原臻金亮采紧实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24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米莉姿佰草御泥舒活养护套-佰草舒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51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积雪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5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舒颜康 草本苗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57 广州美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润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6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清肌祛痘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6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季铵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6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季铵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6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季铵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6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胶原弹力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7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茜思寇净颜清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8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素生活阳光男孩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86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Password 洁油净化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8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苏雅图特硬造型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1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Password 洁油净化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Password 洁油净化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韩阁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6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irye 去油洁丝松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瑞美妮深层补水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8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rye 去油洁丝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39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Hairye 去油洁丝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0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TIANZI添姿黄金鱼子清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0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气层草本量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10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Password 亲水性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1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Hairye 亲水性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1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RUIKD舒缓保湿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21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樱花钻紧肤纤柔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24 广州蝶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美妮焕采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33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ZI添姿黄金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3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Password 丝质柔韧护发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3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Password 丝质紧致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4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Hairye 紧致丝柔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4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肥圆圆氨基酸活氧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48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rye 强韧丝柔护发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5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瑞美妮清润隔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52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青春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53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厷美 虾青素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60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森钛银劲能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61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思寇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6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T氨基酸深层净痘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84 广州市葆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茜滋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86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RIANO奇姬晶莹丽婕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88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阿思蔻水润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9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BAIMEIQI婴儿补水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498
广州市迪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颜春泽兰莹润茯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0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泽兰莹润茯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0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泽兰莹润茯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0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凝沁水玉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凝沁水玉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凝沁水玉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净颜焕肌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净颜焕肌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净颜焕肌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5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kincare essentials 29 papaya body 
lotin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care essentials 29 papaya body 
lotin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care essentials 29 papaya body 
lotin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颜春舒润缓肌苦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舒润缓肌苦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舒润缓肌苦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2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ds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ods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ods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德草坊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3
广州德草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ods COLLAGEN CHERRY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ods COLLAGEN CHERRY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ods COLLAGEN CHERRY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蔓秀蓝黛 水光美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秀蓝黛 水光美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秀蓝黛 水光美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4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柔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润透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润透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润透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人参珍珠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5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申艾源红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ZUZU CBB肌活舒缓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8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沁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沁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变水缘凝润组合-水缘沁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思蔻 贵妇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6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玑芙烟酰胺焕肤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5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6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5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6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NZHENM 富勒烯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81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8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5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IAA国际香氛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
奇幻梦境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01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IAA国际香氛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
真爱无畏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02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IAA国际香氛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
蔷薇之吻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03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IAA国际香氛迪士尼公主系列香氛喷雾-
蓝色梦幻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05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固因素马奶凝润净肤面膜套盒 -马奶凝
润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0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梦呓梵植物祛痘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10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1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 婴儿蚕丝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1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美宜魔方雪瓷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22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美宜魔方莹水黄金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24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如瑟烟酰胺雪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38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如瑟玻尿酸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51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4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5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7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5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6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6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6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莲尘心白睡莲安萃润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70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玫瑰透亮光感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玫瑰透亮光感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玫瑰透亮光感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黄金小麦丽彩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UTT赋活鲜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UTT赋活鲜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UTT赋活鲜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8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帕兰盯PLD玻尿酸雪肌储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2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娜绿茶酵素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4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洋甘菊酵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5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弹润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弹润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弹润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水感保湿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水感保湿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骨胶原水感保湿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瑟琇蜂蜜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699
广州市益体健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海岸树香金箔美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39 广州绿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娢美人纤肤燃姿海泥沐浴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57
广州华邦传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爱诱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6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爱诱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6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爱诱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6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樱花沁润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6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洋甘菊臻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睡莲美肌安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75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睡莲美肌安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75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睡莲美肌安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75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12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7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1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LIA 梨娅丝绒热吻口红（304热力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3
广州市秀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鑫美烈艳蓝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1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精致润养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8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车厘子凝润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8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口红014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9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红枸杞滋养魅秀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79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哑光触感柔彩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0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诗宝莱玫瑰精油沐浴露（魅力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19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玫瑰精油沐浴露（法国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2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12#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2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宝莱玫瑰精油沐浴露 （浪漫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3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观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37
广州市上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美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44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佳兰黛精致双头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46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QNY   魅力矿物质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7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5877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羡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6
广州仙羡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0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浓黑双头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雾面哑光唇釉#M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顺滑流畅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1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米莹润水漾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莹润水漾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莹润水漾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滋润镜面唇釉#G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滋养双头睫毛膏
NO.2767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滋养双头睫毛膏
NO.2767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滋养双头睫毛膏
NO.2767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密雨纷纷睫毛膏
NO.276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密雨纷纷睫毛膏
NO.276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密雨纷纷睫毛膏
NO.2761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纤翘浓密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51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 纤翘浓密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52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格草本滋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56 广州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思蔻浓密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66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思蔻人参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84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妆紧肤抗皱冻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87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Senfan森梵  驻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91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NA璐妠无暇丝滑滋润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5996 广州一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H防水倍润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0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拷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1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拷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1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拷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1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水俪颜富勒烯轻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33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花瓣雕刻五色腮红 珠光2#果酱梅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3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花瓣雕刻五色腮红 哑光2#玫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3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异草豪阁 发用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42
广州市燕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角鲨烷精华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Kadilex 卡迪蕾茜 轻舞飞扬美颜气垫
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051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亮肤清润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1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5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5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5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6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水润舒缓净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65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丝格川芎去屑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68 广州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ZI添姿净颜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7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茶籽温和清透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71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新之肤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187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yun米蕴多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4 广州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水蜜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水蜜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水蜜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仕维   青春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14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胭脂粘多糖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15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素生活薰衣草香型香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18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韩素生活玫瑰甜心香型香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0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韩素生活百合香型香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1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韩素生活梦幻甜心小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2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尚诚品经典五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4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众客优品奇迹水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6 广州德毅实业有限公司
众客优品多彩多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7 广州德毅实业有限公司
众客优品经典永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28 广州德毅实业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3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3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3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RLHEAL LABORATORY ZIJLIS赫芮莲寡
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40
广州市华莲再生医学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保
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4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保
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4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 明玥奇迹幼肌保湿补水套-幼肌保
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4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6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85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87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88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89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格蒙GECOMO 悦享丝滑唇线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90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Qin Fang Yuan沁芳媛养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296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HRLHEAL LABORATORY ZIJLIS赫芮莲舒
缓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05
广州市华莲再生医学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昶香玉益畅清和套 益畅清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06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金仁堂 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23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ER＇BALOR冻龄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28
广州斑诺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大地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33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姜大姐小钻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34 广州花乡姐护肤品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36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梦呓梵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3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丝面部净柔套装-净颜霜+净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亦娅 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4 广州活泉日用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妍美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妍美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妍美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格苦参精华滋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55 广州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蓝铜面部修护套--蓝铜胜肽
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5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延承净透毛孔精华液（脸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5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清润复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6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吉萱净化嫩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7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芙雪草本精萃健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72 广州市欧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百妍水嫩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386 广州美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T植萃净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01 广州市葆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螺旋藻水漾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07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妆神经酰胺修护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3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媛妆多肽睛采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4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泊娜朵 青春定格微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娜朵 青春定格微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1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20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清润活力养护套-清润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果萃鲜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果萃鲜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果萃鲜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至臻御宠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79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花序补水原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9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赋花序 懒人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9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研缘多肽精华液+多肽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9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JuBaiLi聚柏丽氨基酸丝滑小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49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禧兰草本清痘修护组合-控油祛痘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1
广州美极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宜魔方芦荟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8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0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Neue-Li诺路力透明质酸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eue-Li诺路力透明质酸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eue-Li诺路力透明质酸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1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宜魔方棉花肌平衡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20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亲亲果果柔顺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21
广州因美林个人形象策划有
限公司

固肌腰臀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37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41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固肌舒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44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肌魅力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45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4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固肌胸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48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套
盒-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50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52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修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5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阿思蔻 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5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精致滋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59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套
盒-蒲露迪思1690集中修护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62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香柏安清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63 广州市欧伦贸易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69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沐妍复合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80
广州清沐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丽颜活肤滋养按摩膏（院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81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86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焕肤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8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亮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亮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嫩滑亮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凝脂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凝脂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蜗牛.原液精华保湿套盒-蜗牛.原
液精华-凝脂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0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荻美复古型格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3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绿菊玉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4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KETNRSEAS泡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泡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泡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控油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0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DIOGO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4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福新肌底净肤润颜冻干粉+肌底净肤
润颜溶酶+肌底净肤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19
广州市暨福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媛妆富勒烯莹润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22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依芙曼 依透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2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媛妆美肤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31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艾凝舒 活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36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蓝道奇草本御洗百草泥姜头皮滋养护
发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37 广州亮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禧兰草本清痘修护组合-净颜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38
广州美极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肌草本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39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草本日间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嫩肤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嫩肤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嫩肤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脊正一品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草本夜间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49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酿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51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J清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53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美 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55
广州市暨福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宜魔方绿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56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金蓝道奇草本御洗头皮修护去屑润肤洗
沐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63 广州亮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莎去屑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69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嫩肤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嫩肤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净颜嫩肤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绿菊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0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杜莎修护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草本亮颜幻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义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媛妆皙透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694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美宜魔方雏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03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美宜魔方棉花肌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06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帅薇头皮营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12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雏菊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14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美宜魔方安肤肌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18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美宜魔方蚕柔舒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19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媛妆莹润娇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26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蒂姿洛臻颜亮肤组盒-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31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 肽元素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37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薇影烟酰胺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41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欧尔轻肌紧致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43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赛妮娅 绿茶多酚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6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妆皙透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66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媛妆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67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美茜泉水光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69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佳妮 活力御养套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活力御养套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活力御养套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原汁柔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72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胸部保养御养套 胸部保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胸部保养御养套 胸部保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佳妮 胸部保养御养套 胸部保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愈创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5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桦蒂 红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78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韩婵 蜂胶嫩滑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臻美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6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帅薇顺滑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07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丝柔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光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光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光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多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多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多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惠恩熙奢宠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29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惠恩熙二裂酵母舒缓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30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3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V.D艺甲名妆依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3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圣维澳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3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思诗颜缇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红参清透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红参清透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红参清透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神经酰胺焕肌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神经酰胺焕肌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神经酰胺焕肌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姿洛臻颜亮肤组盒-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5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妆肽酸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55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纬生堂 金箔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6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珊娜多肽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6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丝红矿泥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2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研春 首乌植物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5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久堂滚滚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滚滚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滚滚舒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9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9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92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国芳华 活元素草本能量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898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法国芳华 活元素腹部护理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01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海植素洋甘菊舒缓补水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02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0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0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or love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0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植素墨藻透亮补水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1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草元陈皮·山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4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陈皮·山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4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陈皮·山药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4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可蕊姿海藻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海藻毛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板蓝根婴幼儿复方健护
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板蓝根婴幼儿复方健护
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金银花·板蓝根婴幼儿复方健护
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18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苦参·连翘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2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苦参·连翘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2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苦参·连翘婴幼儿复方健护泡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2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可蕊姿海藻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2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马鞭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3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牛油果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3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NFUMAN安芙蔓樱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40
广东安芙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之色 植物精油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ANFUMAN安芙蔓多效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54
广东安芙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修复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61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62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眼精
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63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64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65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润肌婴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87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圣玻尿酸珍珠靓肤面膜套装-珍珠靓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6991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金钻眼部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04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酿 藏红花紧致细脸鲜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07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Laboratory 温泉水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09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缇丽酵母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1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keZi 柯柯子尝试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21
广州市柯柯子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泉颜净润颜雪肌套-泉颜净雪肌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22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2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美易芬丝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24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羽红藻抗皱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41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贝堂焕颜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49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逸顺玻尿酸补水亮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52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研玑柔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54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逸顺 玻尿酸染烫干枯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64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逸顺 玻尿酸轻柔丝滑垂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69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复颜静润臻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7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得丽颜 纤颜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78
广州市卓玉欣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暨福新肌底净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86
广州市暨福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姿馨蜗牛新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87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浪漫青春舒缓修护两部曲面膜-舒缓修
护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88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小菊花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浪漫青春清肌净透两部曲面膜-清肌净
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4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优研秘极 玻尿酸水库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 玻尿酸水库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 玻尿酸水库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青春清肌净透两部曲面膜-清肌净
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097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舒缓修护两部曲面膜-舒缓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4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圣欧兰蜗牛水润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蜗牛水润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蜗牛水润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雪嫩莹透两部曲面膜-雪嫩莹
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10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莱姿馨洋甘菊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13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莱姿馨熊果素亮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14
广州莱姿馨药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浪漫青春雪嫩莹透两部曲面膜-雪嫩莹
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19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银妆佳人  珍珠光采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26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iDay纯皙复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34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iDay焕颜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37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YTEYE凝脂雪肌多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凝脂雪肌多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凝脂雪肌多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iDay轻透滋养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49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iysoawur宠爱小屋水感沁润隔离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55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色洋甘菊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6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ANAS BOUTIQE瓷肌靓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7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依侬 臻颜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7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貂蝉迷情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87 广州俏貂蝉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乳糖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乳糖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乳糖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18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8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尔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3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补水舒缓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补水舒缓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补水舒缓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滢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滢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水漾滢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星耀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星耀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星耀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4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玻尿酸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浪漫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7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浪漫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7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浪漫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57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疆域谷草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0
广州疆域谷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玉茹调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玉茹调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玉茹调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舒养菁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舒养菁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舒养菁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黄金赋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黄金赋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黄金赋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蓝铜胜肽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蓝铜胜肽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蓝铜胜肽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烟酰胺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烟酰胺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烟酰胺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貂蝉迷情香氛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7 广州俏貂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丝柔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8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貂蝉迷情香氛滋润柔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79 广州俏貂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奥玫瑰 茉莉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81
广州真事美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西子俏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84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DANAS BOUTIQE美肌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85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帕芮特鲟鱼子素颜气垫CC霜（2#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93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水光净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94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莉妹妹草本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297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古势·修复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00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热情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05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热情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05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热情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05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十里红妆口红06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18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子俏美肌冻干粉+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2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Girl's Talk 鳄梨油女性身体滋养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25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古势·古龙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2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草本凝萃舒畅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3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REASUREEMU致臻视黄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36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植素洋甘菊舒缓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37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植素墨藻透亮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38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子俏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39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凤仪蝶舞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40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圣悠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4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幻百丽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4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乔莱仕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48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古势·觉醒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4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诺奢润炫亮唇膏 06纽约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50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姬朗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5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LREASUREEMU致臻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55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发决液态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57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姬朗姿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58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SCHIERSCHOEN 净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LREASUREEMU致臻安抚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2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林小熊宝宝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3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暖柔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暖柔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遮瑕嫩滑粉底液（暖柔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悠泉寡肽逆龄冻颜粉+寡肽逆龄冻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6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 臻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7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足迹秀身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77
广州量子化妆品研究有限公
司

LREASUREEMU致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378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帕芮特小分子微雕瓷润透薄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00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黛皙儿鸣艳多姿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25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将维胶原蛋白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31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乐轻薄透明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39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黛皙儿临水映花美颜隔离霜0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1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将维胶原蛋白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47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悦小水膜 深层滋润养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莉丝氨基酸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5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勃澜 皇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5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勃澜 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倾城 玻尿酸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倾城 玻尿酸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倾城 玻尿酸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花彩露 补水亮肤雪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花彩露 补水亮肤雪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花彩露 补水亮肤雪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诗伦绯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78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透明质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1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丽颖甜蜜私宠私人定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5 广州亿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富勒烯深彻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88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FUYAN肌芙妍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绯女王口红（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4
德坤（广州）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湘绯女王口红（品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7
德坤（广州）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weet magic 黑枸杞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8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绯女王口红（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499
德坤（广州）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UYAN素沿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0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多肽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15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海植素洋甘菊舒缓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17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植素洋甘菊舒缓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25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闪 悦活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32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碧晨净透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34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碧晨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35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滋活力肽魅力套-蓝肽微美冻干粉+蓝
肽微美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37
广州景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浪漫青春水光肌玻尿酸透润两部曲面膜
-水光肌玻尿酸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40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4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4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4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光肌玻尿酸透润两部曲面膜
-水光肌保湿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45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保湿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保湿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保湿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植素墨藻透亮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0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海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海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海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5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O膜朵红石榴鲜亮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18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妃子御紧致修护美龄套盒-紧致修护美
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19
琪御（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肌谜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22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斯佩澜 雪感净澈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24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山小蜜 玻尿酸小分子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3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山小蜜 玻尿酸小分子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3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山小蜜 玻尿酸小分子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3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言素塑颜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38
广州市乐芙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纬生堂天女木兰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4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诺雅 海之源水光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54
广州菲诗龄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紧致提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紧致提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5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亮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亮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诗魅尔玻尿酸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诗魅尔玻尿酸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诗魅尔玻尿酸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y美萱彤颜收毛孔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70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收毛孔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70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7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7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签约女皇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极地雪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极地雪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极地雪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AYIN玻尿酸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699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芙季神经酰胺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芙季神经酰胺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芙季神经酰胺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1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惜颜媛蔻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菲尔妃蒂保湿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保湿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保湿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蜗牛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蜗牛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蜗牛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本罗特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09
千尘创意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11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11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11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 SILK汤姆汤米慕斯绒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14
广州市纵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 海藻精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70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爱秋葵酵素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76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尚娜玻尿酸补水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84
澳薇（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nozon仙人掌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86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氨基酸卸妆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氨基酸卸妆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氨基酸卸妆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爱秋葵青春紧致面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9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胶原蛋白弹力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79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深彻凝时谷氨酸钠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00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诗风咛 富勒烯逆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07 广州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妮水酵母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11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13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丹碧晨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26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碧晨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2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斯佩澜 净澈亮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4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想爱情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洁面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洁面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妍肌谜美肤多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38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帆宝宝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帆宝宝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帆宝宝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尔妃蒂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氨基酸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莱思 净颜柔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56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格丝水蛋白营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57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幸福之源润养套装-幸福之源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欧泉酵素蚕丝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73
广州市晨晖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海植素墨藻透亮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76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 舒缓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0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蚕丝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蚕丝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蚕丝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吉瑟MAIJISE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8 广州爱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蜂胶保湿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蜂胶保湿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蜂胶保湿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8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六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嫣然贝佳肌初赋活水润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4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将维皂角控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5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汉植膜力瓷肌量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89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肽° 贻贝菩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03
广州酷逸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仪蝶舞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04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净加颜沁润水凝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0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加颜水感透润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0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加颜丹参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0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1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洋臻润亮采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17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2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净肤舒缓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净肤舒缓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净肤舒缓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水光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倾城沙龙体验套-保湿活肤面
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6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臻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76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养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养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腰部养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7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感修容蘑力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感修容蘑力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感修容蘑力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芳青颜水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嫣然贝佳瓷肌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12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 舒缓保湿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1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莱仕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2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膜法神话美颜无暇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美颜无暇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美颜无暇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to’t水漾清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29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皙黑金墨藻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34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灯泡端粒酶盈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06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6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清透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8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莱雅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90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PaPaPig趴趴猪金银花舒缓滋养二合一
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94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诺奢润炫亮唇膏 08中国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8195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芳萱玫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13
广州康玺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盈润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1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林小熊光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18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紧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紧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紧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滋养嫩滑
玉颈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滋养嫩滑
玉颈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滋养嫩滑
玉颈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滋活力肽魅力套-活力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29
广州景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云山茶花酵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46 广州闵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子俏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50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SIKOU皂角丝滑嫩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皂角丝滑嫩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皂角丝滑嫩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乔芙妮 乔柔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6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艾咪艾咪 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69 广州伯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SHINE SHE三奢杀手气垫CC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1 广州三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香水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香水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香水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臻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凝亮活采魅眼套-焕采
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78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贝西Lanbeixi凝亮活采魅眼套-焕采
明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82
广州蓝贝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厚姿   盈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95
广州暨创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资美妍双头立体灵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68296 广州漫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草本活力修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03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古势．净润平衡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08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姬朗姿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19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佰逸顺 玻尿酸清爽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21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莱仕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25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LIDORIA浓情魅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3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美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44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莱仕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46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佰逸顺 玻尿酸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49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净颜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5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5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 梦幻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59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皙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皙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柔皙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素媄人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X-Fire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Fire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Fire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韩奕本草亮颜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5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之语海藻贴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7
广州圣迪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Fire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Fire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Fire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雪肌诗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气垫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7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凤仪蝶舞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75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蓝色之恋大理石气垫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8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植芝美椰油植物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8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倩丝玻尿酸元气保湿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83 广州兰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之语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94
广州圣迪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 Care 素森康类人胶原蛋白舒缓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95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维京博士清肌净透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98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KA丰盈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399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京城夫人肽青春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0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束花雾丝绒持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06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 SHE三奢杀手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16 广州三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水光润泽唇釉【仙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3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安涵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39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涵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40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OON 迈本纤长浓密双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4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至爱防护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5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琪曼妮肽青春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5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爱一生  牛奶 蛋清 亮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2
广州市欧姿美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水音符 光感遮瑕气垫CC棒（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5 广州樱陌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美肌隐形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美肌隐形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美肌隐形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茜寇毛孔收细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7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毛孔收细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7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茜寇毛孔收细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77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水音符 光感遮瑕气垫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81 广州樱陌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 芦荟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84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博士焕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489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DORIA臻贵草本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0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 珍珠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05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加妆·姜萃温润洗发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08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1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诺奢润炫亮唇膏 17心动樱桃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23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妃德沁水粉底液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2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雅妃德沁水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2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雅妃德沁水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2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美易芬沁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6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珞梵臻彩星迷四色眼影02元气甜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73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臻彩星迷四色眼影01经典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76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珞梵臻彩星迷四色眼影04桃粉蜜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81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思美 寡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寡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 寡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AS BOUTIQE莹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59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少女盒四色两用眼影·桃花新
开B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2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知性盒四色两用眼影·向阳森
林B102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3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嫣然贝佳肌初赋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4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将维皂角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6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纬生堂 盈润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魅惑盒四色两用眼影·微醺红
枫B104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08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E GIRL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1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高冷盒四色两用眼影·淡然无
畏B106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2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慵懒盒四色两用眼影·午后暖
阳B103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4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温柔盒四色两用眼影·阳光正
好B105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6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慕斯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慕斯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慕斯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1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嫣然贝佳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21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嫣然贝佳瓷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23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诗享焕活（蒲公英）去屑净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2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蒲公英）去屑净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2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蒲公英）去屑净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2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薰衣草）护色柔卷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3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薰衣草）护色柔卷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3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薰衣草）护色柔卷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3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67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67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67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知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82
善知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简美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83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YanSheng妍晟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93 广州活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鱼子酱御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9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逆龄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6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林小熊银耳多糖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02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ZZOM.重质定型粘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1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OM.重质定型粘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1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OM.重质定型粘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1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林小熊珍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17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默何首乌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23 广州政平贸易有限公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BEVER欧倍柔香氛精油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爱妃雅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2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颖芝馨芦荟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颖芝馨芦荟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颖芝馨芦荟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科臻肌修护冻干粉+臻肌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84
广州市拜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尤尼卡寡肽原液赋活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786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0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0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丽人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0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科臻妍紧致冻干粉+臻妍紧致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22
广州市拜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珞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8840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芙拉活氧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09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童颜丽韵角质修护冻干粉组合角质修护
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0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葆丽敛肌赋能焕亮冻干粉+敛肌赋能
焕亮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5 广州朵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reSys优斯玛黑松露玫瑰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6
广东琴叶健康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善儿美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善儿美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善儿美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净肌水光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ILU BIOTECHNOLOGY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9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LU BIOTECHNOLOGY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9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LU BIOTECHNOLOGY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19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冻丽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2 广州众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苗芳堂草本多重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芳堂草本多重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芳堂草本多重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茶树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茶树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茶树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人参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人参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人参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逆龄紧致焕彩眼霜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5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凝修护冻干粉组合-雪凝修护
冻干粉+雪凝修护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凝修护冻干粉组合-雪凝修护
冻干粉+雪凝修护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凝修护冻干粉组合-雪凝修护
冻干粉+雪凝修护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凝修护冻干粉组合-雪凝修护
冻干粉+雪凝修护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肤元石斛焕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7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元石斛焕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7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元石斛焕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7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修护冻干粉+瑜容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73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院士臻至多肽黑亮套装-多肽黑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80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娅玫瑰花瓣美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87
广州桦香浓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UYAN素沿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妆范·持久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899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科臻颜亮肤冻干粉+臻颜亮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07
广州市拜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嘉丽妍瓷娃娃优肌之源套升级版优肌
原生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10 广州欣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芦荟氨基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22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舒活灵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舒活灵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舒活灵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妧斐WINFACE清润爽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41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丽卡逆时光多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50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补水舒缓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补水舒缓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补水舒缓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沐梵祛屑王何首乌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62
高沐梵（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M水润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7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7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7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7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奈雅水．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82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高沐梵平衡头皮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91
高沐梵（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9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9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09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FT雪莲花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00 广州市威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YAN素沿锁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0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美眸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澳念婴儿草本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22
广州市秀逗丫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亲恩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23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逸告白真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告白真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告白真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32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氨基酸柔润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4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与和谐肌密焕彩专属套盒-滋养焕彩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49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野玫瑰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头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头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头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肌谜美肌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88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髓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1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黛雅红樱桃素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1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眼部传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1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蝶晨植萃均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19
广州采蝶晨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妍肌谜美肌靓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22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B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2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清畅润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清畅润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清畅润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赋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赋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赋活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NGNAIER桑奈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SANGNAIER桑奈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SANGNAIER桑奈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4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PALLAMINA COLLAGEN COMPLEX COL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5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63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清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清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净畅清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嘉丽妍瓷娃娃优肌之源套升级版优肌
原生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68 广州欣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Q 立体玫瑰花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75 广州艾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夫康芦荟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76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精致柔嫩亮滑玉手套-柔嫩亮滑
玉手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7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OISTURIZE&NOURISH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8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LAMINA MOISTURIZE&SMOOTH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6929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0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0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轩 轻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0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美颜 蛋白酶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0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清爽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清爽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清爽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1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魅 娇宠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20 广州爱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 黄金奢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黄金奢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黄金奢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右蔻玫瑰泡沫洁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2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元玖本元御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36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丝蔓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4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眼一生萃取植物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5 广州升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花样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6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纤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7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奢华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4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焕颜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50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SION臻致丝绒哑光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5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DUO膜朵紧实透亮冻干粉套盒 （紧实
透亮冻干粉+紧实透亮冻干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5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立体
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冻干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358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亿莲雅舒通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魅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6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平衡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通调理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6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平衡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冻干粉+肌密精妍溶
酶水+肌密精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7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冻干粉+肌密精妍溶
酶水+肌密精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7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绿音肌密精妍冻干粉+肌密精妍溶
酶水+肌密精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7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桂荣妍素颜净透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素颜净透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桂荣妍素颜净透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4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美颜坊弹力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0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林林美语--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08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洛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19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蝶晨植萃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25
广州采蝶晨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凤模九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27 广州九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补水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力紧致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冻干粉+嫩肤因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5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冻干粉+嫩肤因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5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海姿芙 洋甘菊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5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活性
物肽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5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美萱彤颜最美芳华焕颜套—活性
物肽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5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肌美萃赋活多肽保湿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68 广州辰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奢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  清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7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变人粉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8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逆时空青春套时光驻颜膜粉+时光
驻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8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立美 水漾胶原蛋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89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臻享哑光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94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那一抹风情量子肽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97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19#翠
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599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43#雨
梅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01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12#碧
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03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46#海
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04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95#丹
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05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丹碧晨璀璨塑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12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lisawa迪丽夏娃臻爱焕彩唇膏 99#忆
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14
广州贝爱一生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缔美国际清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27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娜斯清润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41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AYIN丝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42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娜斯雨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47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舒畅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48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缇香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0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爱蜜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变人美韵套-美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变人玫瑰爱意套-玫瑰爱意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5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氨基酸保湿紧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6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 水润能量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71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芙曼蜗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7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ZUOLITANG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UOLITANG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UOLITANG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8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芭厘岛氨基酸深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8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氨基酸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8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69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肌谜美肌多效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723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朵 洋甘菊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752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弘景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25 广州英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依氏 花语亮颜补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29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肌美萃净化肌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30 广州辰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雪莲靓颜修护组合─雪莲靓颜嫩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平衡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清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清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肌底系列 肌底清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YAN素沿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6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YAN素沿滋润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6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黄金燕窝舒缓修
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媚儿柔美华婷美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六胜肽胶原蛋白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0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玻尿酸水润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玻尿酸水润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玻尿酸水润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8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盈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2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盈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2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盈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2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安娜卡莎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新肌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新肌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新肌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8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畅通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无忧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泽馨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0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RFEITI花蜜活颜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ERFEITI花蜜活颜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ERFEITI花蜜活颜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玻尿酸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玻尿酸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玻尿酸保湿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HV 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19
广州市雅琪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丰堂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兰度 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碧丝蔓胶原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胶原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蔓胶原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如瑜 廿一味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4
广州妍如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萱晴紧致亮皙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6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莲雅净柔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2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兰度 舒缓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舒缓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舒缓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悦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娜薇甘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44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雅芙清颜养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67
芳尔妮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西芙靓肤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70
广州雅茜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丝丽生姜健发柔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72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ki小黑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81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毛孔净化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毛孔净化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金盏花毛孔净化祛痘套组-金盏
花毛孔净化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寡肽瓷肌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6999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薰衣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薰衣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薰衣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 黄金胶原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6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玻尿酸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7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ZZ黄金胶原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0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姿婷美水润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2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佳人柔雾丝滑口红 02血浆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28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品佳人柔雾丝滑口红 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30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品佳人柔雾丝滑口红  04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33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品佳人柔雾丝滑口红 03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44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深海泥将焕采磁泥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4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肽° 贻贝氨基酸洗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68
广州酷逸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薇仟草花漾纷泽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花漾纷泽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花漾纷泽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ODIY量子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81
广州普美娜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洛苒记多肽植物精华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89 广州洛苒记商贸有限公司



我的肽° 贻贝玻尿酸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93
广州酷逸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琳莎烟酰胺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烟酰胺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烟酰胺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亮颜草本组合套-MD时光亮颜草
本面膜膏+MD时光亮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09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玻尿酸烟酰胺肌底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玻尿酸烟酰胺肌底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玻尿酸烟酰胺肌底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1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笛多肽胶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1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倾城沙龙体验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1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水润嫩颜套-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17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素角质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3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漾酵素芦荟蚕丝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31 广州百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宫氨基酸净透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宫氨基酸净透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宫氨基酸净透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致赋活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致赋活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致赋活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烟酰胺粉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烟酰胺粉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烟酰胺粉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蒄多肽修护因子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5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芙蒄熊果苷补水美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6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佳人 洁面补水套盒（氨基酸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62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雅凯娜姿风韵舒养草本紧致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73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凯娜姿风韵舒养草本紧致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78 广州旖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之秘语舒爽润养再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8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优美富勒烯多效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多效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多效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慕薇妮净肌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196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蜜盈润蜂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1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26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汀水漾年华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28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安樺蒂 安舒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3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韩惑红石榴素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3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类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类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类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KISS温吻 舒缓修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1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璞温泉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2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姜油（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3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芝胶原蛋白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5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薇冠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蛋白线+黄
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提香丽尔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多倍滋养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49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50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碧丝烟酰胺玻尿酸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51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璞樱花雪肌多效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52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福善堂臀部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54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草本油（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60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塑蓶美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6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64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璞还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66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群芳髓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7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7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全日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7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菲蔻神经酰胺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75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85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璞红酒多酚补水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93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法妮尔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94 广州市博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9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29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老虎维尼石斛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小老虎维尼石斛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小老虎维尼石斛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卡圣玻尿酸珍珠靓肤面膜套装-玻尿酸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08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韩璞玻尿酸亮颜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09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乔微娅氨基酸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10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姜油（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11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2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2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29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荟菊菁萃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39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nssu婴幼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40 广州樱舒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百草太岁玉颜美肤套—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56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草太岁玉颜美肤套—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56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 清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太岁玉颜美肤套—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草太岁玉颜美肤套—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缔美国际清透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5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签约女皇玻尿酸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玻尿酸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玻尿酸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悦泽馨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9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精纯滋养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精纯滋养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精纯滋养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肌活新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395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尔妃蒂滋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滋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滋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神话净肤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09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娜薇精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18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艾菲-薇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21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童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童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童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雪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黄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7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兰黛青春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4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森林小熊印加果养润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49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芙曼孔雀石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6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君润活肤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7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润活肤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7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润活肤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70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奇迹 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82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净透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净透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净透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4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305水衡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03
广州市比兰茜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柔派 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1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PECIALIST草本净满止痒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15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中堂艾叶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2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u zi舞姿蓝铜胜肽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27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蓓萱香氛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3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萱香氛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3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萱香氛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3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
颜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48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流光幻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2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郡兰炫净透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4
广州市郡兰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草堂艾叶舒缓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ODIY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6
广州普美娜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PROODIY自然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67
广州普美娜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UAU遮瑕水光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71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遮瑕水光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71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UAU遮瑕水光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71
广州雅纯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7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肽° 贻贝能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76
广州酷逸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大理石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8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龙血焕颜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88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9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植萃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9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植萃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9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养护系列-植萃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59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0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赋活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09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纤翘立体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15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诗绿美 水嫩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1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立体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立体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立体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
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
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大眼眸惊艳蚕丝纤维
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2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3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3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3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酿雪绒花臻润隔离霜 （薰衣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49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芝兰 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54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慕斯丝柔唇釉（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势·唤醒舒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9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润肤精华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697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郡兰炫净透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00
广州市郡兰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妙龄元姿控油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元姿控油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元姿控油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 爱瑞克丝 舒康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2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雅词玻尿酸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2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净透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2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蝶雅 水光丝滑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28 广州琛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深海矿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3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 爱瑞克丝 舒活精华油（胶囊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3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美欧泉MEIOUQUAN橄榄温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44 广州孕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母眼部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56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佳宜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紫阳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阳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阳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草堂雪漾水凝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OU生姜强韧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生姜强韧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生姜强韧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黄芪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黄芪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黄芪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姬草堂雪漾水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8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觉洋甘菊莹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9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草堂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9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92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璐海邦芳香肩颈护理套盒-草本舒润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79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spamao阳光宝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01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宝尚姿彩花漾悦色烤粉胭脂（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4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宝尚姿彩花漾悦色烤粉胭脂（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6 广州市宝齐莱商贸有限公司
优肌源赋活焕颜修护冻干粉+赋活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1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美颜补水护理套美颜补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21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素媄人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焕活鲜肌精华露+焕活鲜肌VC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2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 塑颜蛋白紧致套装-塑颜紧
致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36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姬草堂晶透焕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3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清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4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源草本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45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御益坊新活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3 广州诚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丝想家氨基酸·水果营养护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5
广州李时珍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芳焕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7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5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炫彩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6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炫彩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6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炫彩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6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YZK百合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8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普肤德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87
广州市兴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私约焕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90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宣言焕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91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娅菲洛睡莲焕亮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8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寡肽瓷肌弹力蛋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2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2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LEMEI聚乐美六胜肽玻尿酸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JULEMEI聚乐美六胜肽玻尿酸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JULEMEI聚乐美六胜肽玻尿酸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罗本罗特多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34
千尘创意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珐栥兰御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38
广州市白云区法姿兰化妆品
商行（普通合伙）

天子积雪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41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44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也西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45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XK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62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msln肌肽修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6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龙血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71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芳香臀部养护组合套-臀部舒
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77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芳香臀部养护组合套-臀部润
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78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芳香臀部养护组合套-臀部按
摩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7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姬草堂晶透焕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8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09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胶原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艾叶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蕊 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08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母眼部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1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原浆基底修护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12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含薇逆龄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20 广州尚美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澳念婴儿叮宁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26
广州市秀逗丫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七白集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40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伊堂清爽去油净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46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逆年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47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佰草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4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伊堂祛屑止痒调理净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49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御养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52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诠美集夏日多重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54
硕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暖无暇秀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60 广州碧姿俏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az多肽蛋白线雕组合多肽原生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63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伊堂清爽去油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66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TANROSE参天玫瑰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69 广州参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靓丽花园）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8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颈上添花）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89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活力养护）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0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芈秀焕颜修护套盒—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秀焕颜修护套盒—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秀焕颜修护套盒—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09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晶钻美肌雪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0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集智钥水妍沁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06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加颜神经酰胺净肌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1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多效修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30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婷亮妍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46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芷豆肌语富勒烯蛋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璐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6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YZK芦荟柔肤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5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神经酰胺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3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3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3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贵妃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72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兰贵妃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73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调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80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赋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8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水集双萃赋活日夜精华系列 双萃赋
活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88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双萃赋活日夜精华系列 双萃赋
活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89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可蕊姿玻尿酸高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红酒多酚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肌颜烟酰胺水光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卡采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卡采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卡采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维生素B5双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可蕊姿蜗牛原液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19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星空闪耀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1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3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可蕊姿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6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洋水润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8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蕊姿海藻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0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洋清爽洗发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10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洋滋养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11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橄榄优护洗
发护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12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蕊姿时光琉璃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1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修颜隔离气垫BB霜（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2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修颜隔离气垫BB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2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修颜隔离气垫BB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2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印良品水润光感美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可蕊姿氨基酸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臻润皙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6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清肌净透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7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舒缓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凝时紧致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3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清肌净透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0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臻润皙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可蕊姿  玫瑰香氛氨基酸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茉莉香氛氨基酸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4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可蕊姿 樱花香氛氨基酸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4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臻润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5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舒缓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5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臻润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5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舒缓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262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锦圣堂颐养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50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圣堂颐养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51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54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61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奇柔润活肤珍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6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佰卉水凝莹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6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KOU太子参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7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太子参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7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太子参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73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科芝美美肌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74 广州科美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兰贵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476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水漾活妍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05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茗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1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茗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1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茗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1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妃精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2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醒肤水元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醒肤水元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加鱼子醒肤水元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贵妇安瓶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41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本哆肽冰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得胶特硬快干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得胶特硬快干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得胶特硬快干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灯泡端粒酶盈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5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神经酰胺维生素雪颜补水细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6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PAR  艺术气垫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6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AMSIK青春水润焕颜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2 广州黛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草
本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草
本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草
本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金
丝燕窝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金
丝燕窝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tle Red Fairy Coko小红帽扣扣金
丝燕窝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7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9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9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59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清泉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01 广州清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丝美琉璃苣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04
广州樊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丝美光果甘草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14
广州樊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蝉施君玉 白及奢养滢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2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绵羊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23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童龄玻尿酸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2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羽莎青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3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复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笛肌活多效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泉美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7
广州植美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吉萱晶致修颜气垫CC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4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肤美 润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50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势·随意动感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56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紧颜奢宠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76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植萃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699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凤韵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04 广州凤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嫩修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润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2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媚妆颜蓝铜蛋白冻干粉+蓝铜蛋白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堂柔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堂柔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堂柔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莱格尔积雪草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2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雪薇 雪莲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25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3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3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3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 清润水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3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秀黄芩苷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37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清爽净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43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唐御益坊玉颜清透洁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51 广州诚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颜婉儿肌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66
广州肽之美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YIMEIQIJI鲟鱼子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76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颜草懒人素颜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0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AN深彻透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06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11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盈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2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玺洋透润滋宠净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23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赞轻润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28 广州悦城实业有限公司
ANVAN深彻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32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RR柔光幻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34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3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腰部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3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臀部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4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芦荟鲜活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44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芦荟鲜活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4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尔维亚疏通修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7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柔韵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8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背部修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87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8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8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8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肩颈修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89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PAR  专业自然裸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腹部养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滋润镜面唇彩#8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鲜花青萃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08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玫瑰水漾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1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复活草水漾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9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蜗牛水漾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8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7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2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逆龄提升套-逆龄提升冻干粉+
逆龄提升溶媒液+逆龄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1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 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清颜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清颜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清颜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迷你雾面哑光唇釉#9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珈TOOJA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9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39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arma belle. PAPAYA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 PAPAYA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 PAPAYA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 PAPAYA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绚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咪丽婴儿山茶油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74 广州婴雄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Hoosmu净妍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7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88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秀妃精纯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199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冰爽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04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水妍沁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05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祛痘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如水舒缓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17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呓梵植物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1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2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瞬洁卸妆湿巾NO.H1216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瞬洁卸妆湿巾NO.H1216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瞬洁卸妆湿巾NO.H1216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星空电眼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42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速干艳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4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沥伊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47 广州丹润贸易有限公司

纬生堂 清爽莹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6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 致美拒宅BB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65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语蔻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8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发伊堂祛屑止痒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098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MBXI背部舒缓养护组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嘉丽妍赋活原晶之源套优肌原生液Ⅱ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14 广州欣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珍堂姜养修护套-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26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嘉丽妍赋活原晶之源套优肌原生液Ⅰ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38 广州欣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玫瑰补水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3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水嫩素颜滴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嫩素颜滴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嫩素颜滴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4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美尚逆龄鲜肌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56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芝蔻诗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芝蔻诗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芝蔻诗酵素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植萃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70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烟酰胺绿藻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8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得沙屿火山深海水度假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84
广州希斯威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MEIQIJI焕颜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9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9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佰宜生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199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金佰卉莹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多效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09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植萃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17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可蕊姿海藻控油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1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烟酰胺亮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2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21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可蕊姿海藻控油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2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2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印良品光感丝滑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2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可蕊姿 茉莉香芬氨基酸洗手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3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飘丝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40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邦肌雪莲花清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46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瑞朵润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57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芝灵光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58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61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姜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66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水妍沁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7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冬草堂光感变色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7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晶钻美肌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74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炫鼎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78
广州九德丰茂源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苗悦堂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82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2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棉轩奢宠贵妃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44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焕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46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初植萃幽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86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9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9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多肽祛痘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490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舒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61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贝贝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61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贝贝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62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蕊姿  牛油果丝滑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68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睫毛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1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颜秘時 祛痘修护净颜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2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 祛痘修护净颜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2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時 祛痘修护净颜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2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30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馨妤婕冻干粉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31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聚谷氨酸修护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3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ESDAIR贝诗黛儿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3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保湿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3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玻尿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43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木棉轩奢宠贵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64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6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6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65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妆美人玻尿酸多层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6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7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7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乳清蛋白调理修复套盒-乳清蛋白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71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慕菲斯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74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棉轩奢宠贵妃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83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棉轩奢宠贵妃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88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漾 类蛇毒多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90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虫草御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角质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0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棉轩奢宠贵妃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09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清爽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2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丽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缌丽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缌丽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延承舒缓肌肤修护液（脸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38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羽王绵羊油水光乳【二代】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4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清爽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4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王绵羊油免冲洗水光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47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5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诺香氛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65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美眸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7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爸爸咪  大豆酵素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8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爸爸咪  大豆酵素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8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爸爸咪  大豆酵素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8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卡若倪 香水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若倪 香水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若倪 香水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8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02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0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MEIQIJI滋养基底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06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美眸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平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0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安肤套组-
AP·SCF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纬生堂 水润亮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3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拉丝跳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拉丝跳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拉丝跳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多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6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玻尿酸水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67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梵蜜皙 奢龄至臻活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85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美眸套组-
AP·SCF富勒烯舒润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美眸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BUTIQLAB红参植萃精华液（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90 广州铭扬日化有限公司
尚品雪薇 雪莲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92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汝亦舒KooBoos营养养护植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2997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草本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00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虾青素肌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0 广州莱芙贸易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玻
尿酸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2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水漾洗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琦蓓水感冰爽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水感冰爽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水感冰爽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1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芙斯町御皇灵芝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22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优雅KAYOUYA植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29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计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3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oba植物纯萃滋润调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32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aoba植物纯萃水润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34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aoba植物纯萃祛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35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aoba植物纯萃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39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演E天使 寡肽修护眼部套-骨胶原修护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4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魅姿秀红景天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46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演E天使 寡肽修护眼部套-骨胶原弹力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4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弹润悦肌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5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美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5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玑岚乳木果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59 广州度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多莉 舒缓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6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SUYAN素沿玉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7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舒缓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08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LV SHOU青春赋活温润臀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2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可蕊姿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2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海藻控油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3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牛油果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3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蜗牛原液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4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婴童舒柔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4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4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5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鱼子胶原臻金亮采紧实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5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芦荟鲜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5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鱼子胶原臻金亮采紧实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5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蜗牛原液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6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舒缓修护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6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贵妇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46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诗哲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73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演E天使 寡肽修护眼部套-金桂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75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班美宜清爽祛痘三件套点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79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胶原弹力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8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媚 宝宝美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媚 宝宝美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媚 宝宝美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5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萱类蛇毒肽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类蛇毒肽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类蛇毒肽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OOL PAR   经典磁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01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傳世美家丰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05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1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发丝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1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发丝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1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发丝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1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熊果苷焕妍精华套盒-熊
果苷焕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1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熊果苷焕妍精华套盒-熊
果苷焕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2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宫之养小红人滚滚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小红人滚滚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小红人滚滚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佳人香集胸部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3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胸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胸部养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皙冰皙美人雪莲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4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萱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6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萱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6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萱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6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派 营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68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 营养补水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9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纯刚劲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96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刚劲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96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刚劲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96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芙微晶焕颜套蓝铜植物微粉+水晶循
环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697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YAN素沿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茜   抗皱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1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渐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花渐多肽修
护冻干粉+花渐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28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蝶荟菊菁萃舒缓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37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青春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42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ALLPHI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5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计水漾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5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蓝道奇首乌强韧柔亮护发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72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PECIALIST草本净满去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73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萱植物头发蓬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74 广州黛悦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蓝道奇人参修护滋养护发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79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农泉   植物胚胎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81
广州新征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7苦茶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82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曲诺香氛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79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精纯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0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优美富勒烯胶原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0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胶原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0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胶原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0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妃精纯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08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代颜婴儿水晶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11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 DANCE24K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1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ERMORA 24K GOLD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24K GOLD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24K GOLD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ALOE VE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ALOE VE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ALOE VE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CHARCOA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CHARCOA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CHARCOA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ZLMI采姿兰水嫩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3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46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香氛防护喷雾（牛奶香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5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茜   赋活紧致黄金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6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雪薇 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61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64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7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7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7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MO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ERMORA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菲妮茜雅植物冰爽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90 广州柏蓝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雪薇 雪莲奢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91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POYAT蓝铜肽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95 广州仁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OPOYAT蜜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899 广州仁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弹润悦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14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植颜香氛防护喷雾（牛奶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1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姿秀红景天润颜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17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红景天青春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20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葛根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26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NE DANCE玫瑰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3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亮颜防护气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33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苦参清痘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40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中堂艾叶温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4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osmu焕颜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4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弹润悦肌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52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皙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57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乙酰基六肽-8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58
华植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魅姿秀水漾莹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62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丽诗玻尿酸沁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64 广州天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平衡按摩膏（美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66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平衡按摩膏（舒缓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69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7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诉美 玻尿酸水光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7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平衡按摩膏（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75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 舒润细致泡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76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肽集智钥弹润悦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77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纯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8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8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82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晳六胜肽紧致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84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患子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患子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患子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魅姿秀青春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92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u zi舞姿蓝铜胜肽洗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3994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de lapar帝拉佩尔深层紧肤提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06
广州巴比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小木C积雪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1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冻干粉+白兰度寡肽蛋
白溶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17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Hoosmu亮颜润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2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洁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3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40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爱淇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爱淇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爱淇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歌绚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柔臻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6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MACXI可可美兰丝水润蛋白去屑止
痒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6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自由膜法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6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多元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69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焕妍臻皙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71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多效靓颜防护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74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蕊姿黄瓜鲜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马鞭草香氛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V SHOU平衡温润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平衡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7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平衡活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8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赋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89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可蕊姿 清爽去屑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9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精纯玫瑰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9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维他命C亮肤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9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垂顺轻盈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07409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角鲨烷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1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褚大夫草本焕颜袪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褚大夫草本焕颜袪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褚大夫草本焕颜袪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可蕊姿茉莉香氛洗手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丝滑柔亮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0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亿莲雅靓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3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詩貝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詩貝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詩貝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USTMAKE贾思马克 磁感烤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4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4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抗衰紧致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多肽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50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束水集轻龄舒缓组合-水漾舒缓特护润
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55
广州薇诗奥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Hoosmu保湿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6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悦颜青春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7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兰之谊胸部养护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73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smu痘肌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8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83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8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脉能 净润套 脉能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8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米莉姿佰草御泥舒活养护套-佰草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8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臻道修护保湿寡肽冻干粉+修护保湿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90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osmu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19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积雪草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0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2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暨然美 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3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天山雪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44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恒渼透明质酸丝滑多效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50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秀妃精纯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57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童颜提拉紧致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7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童颜提拉紧致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7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童颜提拉紧致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7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樱花柔顺盈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76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纶茜幼童润肤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289 广州诺纶茜商贸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
冻干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
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冻干
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0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赋活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0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纶茜舒缓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16 广州诺纶茜商贸有限公司
美百氏 高山玫瑰美肌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2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高山玫瑰美肌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2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高山玫瑰美肌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2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媺丝特RUMSTER富勒烯水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33 广州瑞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密集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密集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聚元千芳密集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胸部养护修护套-胸部平衡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胸部养护修护套-胸部舒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汇美集胸部养护修护套-胸部养护
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蕊睛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45
荣济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诗蔻 水氧智慧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54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64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潘思莉清澄盈润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68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慧豪完美蝶变--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
冻干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
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7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丽熙--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7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丽熙--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冻干粉
+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7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值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84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润颜保湿漾采眼部精
华霜 （Ⅱ沁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9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豪魔颜美人--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
冻干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9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颜美人--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
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39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GHR 蛋白玻尿酸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08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峰丽棠 清润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1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 清润水漾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14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纶茜身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43 广州诺纶茜商贸有限公司
申艾源颈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申艾源通润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GS ANTI WRINKLE+ENRGIZL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S ANTI WRINKLE+ENRGIZL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S ANTI WRINKLE+ENRGIZL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S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S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S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6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康灵橄榄柔顺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橄榄柔顺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橄榄柔顺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8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水漾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498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焕采润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0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奇迹 修护原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11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水光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1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曼朵多肽毛孔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21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朵菲儿樱花水漾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23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致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3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柳眉芙蓉 桃胶清肌吸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3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依曼 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芙妮颐养调理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芙妮颐养调理套组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多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49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多元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53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焕妍臻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57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焕妍臻皙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59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幸福之源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6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62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IKD御龄焕活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66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RUIKD舒润净颜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69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细嫩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细嫩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细嫩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艾莉思魔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2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安肌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安肌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安肌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谜黑头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黑头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黑头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8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黛诺琪赋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93 广州法诗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艾莉思魔塑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94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蓓雅多肽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12 广州市千景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痘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痘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痘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2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二合堂四肢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30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芳萱玻尿酸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42
广州康玺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美时光舒缓净美调理套-舒缓净美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48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HCZM美眸眼护肌肤补水套装-HCZM眼部
滋养护理液（透明质酸钠）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52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艾莉思魔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53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CZM美眸眼护肌肤补水套装-HCZM眼部
滋养护理液（维生素B12）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54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ineNa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溶酶
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56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美时光舒缓净美调理套-舒缓净美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57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尊美调理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61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尊美修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64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SCOPI廋木防护隔离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76 广州格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 馥春洁净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7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IKD净透无瑕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82
广州瑞恺迪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玛茜 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8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昇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86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唯 馥春洁净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8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集智钥寡肽净澈冻干粉&净澈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89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滋养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90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昇愉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92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昇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95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棕榈酰四肽修护冻干粉&修护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697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集智钥三肽紧致冻干粉&紧致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09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肥圆圆 酵母人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15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玻尿
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玻尿
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玻尿
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QANHABUYTH植物精华护肤套-植物精华
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0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蓝铜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蓝铜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蓝铜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胶原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胶原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度演绎 ND.DEDUCE修护冻干粉+胶原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NOBQUE草莓红参水解胶原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4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修护原液（8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48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黛皙儿 天使光感调控蜜粉02#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49
广州市芭黛皙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润悦色口红03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64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角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85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NGHOOS研护之诗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90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91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792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YUNGHOOS研护之诗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01
品美（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可蕊姿舒缓修护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0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0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紧实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0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舒缓修护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0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尊美时光舒缓净美调理套-舒缓净美养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14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尊美调理修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15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JINYINHUA防护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30
上海碧丽实业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叶纯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41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41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41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美时光舒缓净美调理套-草本活力修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49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尊美时光舒缓净美调理套-舒缓调理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52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NOBISS清透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5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65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善堂臀部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67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善堂臀部精华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68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肌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蛋白线+黄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87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道昇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89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氨基酸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894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46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欣莉雅水嫩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47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4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宝芝雪妍臻安静润凝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52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皙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62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 寡肽焕能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6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尊美舒缓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69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肽集智钥净澈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色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1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臣 润颜美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臣 润颜美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臣 润颜美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玻尿酸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玻尿酸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玻尿酸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栩欧植萃清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93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4994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佰逸顺 玻尿酸保湿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02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走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37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KOU肤蔻小水泵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4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净排能量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皙颜净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净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净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MNL能量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5102
广州纯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爱肤者滋养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1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璞 活力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126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栩欧多肽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17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诗净颜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净颜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净颜洁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TURA  Meili 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TURA  Meili 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TURA  Meili Eyela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尚颜烟酰胺多肽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3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AS BOUTIQE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芳天下 奢润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69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阏氏时空BB胶囊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74 广州好奇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多肽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0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米婴修护米浆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1 广州印象芳华商贸有限公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鲜一辈子-肌源赋活组合-柔情润养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389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升艾堂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MNL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3
广州纯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SMNL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4
广州纯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养康堂调理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调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0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芙臻享修护套卉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24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芙臻享修护套卉芙修护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25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の  初葉修护冻干粉+修护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38
广州暨创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LREASUREEMU致臻紧致修护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39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微脸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48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PaPaPig趴趴猪金银花清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51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诉玻尿酸玫瑰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59 广州蜜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鲜一辈子-肌源赋活组合-肌源活性冻
干粉+肌源活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61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皙颜控油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6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控油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6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控油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6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润莎丽尔  洋甘菊舒缓保湿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2
广州市润植坊健康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MEI.KA滋养柔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3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新鲜一辈子-肌源赋活组合-柔情润养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4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肽 冰川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6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美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8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兜美人羽漾花容纤顺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79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营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8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营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8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营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8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KA净颜焕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89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 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498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滴浓氨基酸浓缩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12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净透深层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净透深层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净透深层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NZHENM 烟酰胺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4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伊然艾炫肌植物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8 广州伊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馨语持久四叉液体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29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诗馨语持久四叉液体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34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天子杏仁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3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爱茜缘AIXIYUAN臻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臻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臻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诗宝莱COCO香氛精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4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费尔量子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43
广州奈费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KOU肤蔻巨补水海藻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4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丑鱼三角菱形带刷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丝滑弹力紧致玉颈套-丝滑玉颈
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植物焕颜七百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59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小丑鱼美目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1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然艾炫肌植物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2 广州伊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足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皙颜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亮颜裸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亮颜裸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亮颜裸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萃胶原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萃胶原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萃胶原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世葲清污透孔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7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精致塑型双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558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aPaPig趴趴猪石斛泡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01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驻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驻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驻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备长碳净化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备长碳净化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备长碳净化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EZLAN美植兰果酸美肌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46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元动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元动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元动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川健康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光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8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印象女人 多肽活性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91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莎丽诺萱SLNX多肽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93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温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温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温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5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AD TREND 领客玫瑰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0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09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世葲净排能量通孔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集智钥水妍沁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3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集智钥水妍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40
广州美智美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缘芝芯 控油清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4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帕芮特水解胶原美肌修复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52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亮频道舒润塑颜修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69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美丫头水光焕颜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81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丫头水光焕颜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88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青春赋活霜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NTLE KISS温吻 舒缓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798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水漾保湿卸妆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水漾保湿卸妆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墨菊水漾保湿卸妆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 臻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0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 盈润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1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雨蔻烟酰胺活力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2
广州诗雨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丝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5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2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氧诗玻尿酸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3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易黄金貂油水漾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3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丝亮顺滑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3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姬草堂臀部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5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焕颜光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5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5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仪蝶舞美肌冻干粉+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5865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笙歌 纳米金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 纳米金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 纳米金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固本溯源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59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兰宣言 风姿美韵精华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07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宣言 美韵能量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08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宣言美韵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09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 SHOU多肽逆龄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1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蝶梵希角质修护水光套-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21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漫歌焕彩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焕彩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焕彩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柏诗奥自然焕颜遮瑕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32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WOMEN'S COLOR细腻丝滑慕斯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40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奥自然焕颜遮瑕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43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深层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5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墨易金箔水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5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易富勒烯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5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易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57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ANYA卡妍雅海藻水漾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61
广州卡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舒丽莹润爽肤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63 广州嘉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活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活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活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草堂净颜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7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80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雪漾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美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美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美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皙美肌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092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活力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按摩伴侣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润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润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水润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0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角色玻尿酸多肽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角色玻尿酸多肽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角色玻尿酸多肽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檀香精油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营养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营养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骨胶原保湿营养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灵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灵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灵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MAPALACE焕颜紧致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26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美百氏 润皙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润皙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润皙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保湿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6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柔水清透 控油爽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78 广州滴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木子柔肤倍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7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艺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84 广州萌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雅玫瑰纯露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94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魅诗芳美韵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97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19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私约美韵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01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莹润柔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0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芬娜烈艳舞动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1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烈艳舞动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1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烈艳舞动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1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舒畅舒活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Ziba孜巴植萃沐浴露+身体乳套组-费洛
蒙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31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Ziba孜巴植萃沐浴露+身体乳套组-植萃
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33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子俏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35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雅顿良视清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4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墨易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50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多肽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52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易奢华精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5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5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私约 风姿美韵精华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74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丽尚小颗粒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78 广州金丽尚商贸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保湿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保湿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保湿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水润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水润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樱花水润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之吻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3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芳 风姿美韵精华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87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源居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97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ANYA卡妍雅酵母柔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298
广州卡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草堂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0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易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0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丽尚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05 广州金丽尚商贸有限公司
私约 美韵能量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06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áNPU韩璞酵母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13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美百氏 胶原蛋白水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1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胶原蛋白水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1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胶原蛋白水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19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易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22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修护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2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áNPU韩璞绿藻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4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SX蓝羽纤细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活泉水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3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韵集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4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植颜塑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5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Q姜草方辅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Q姜草方辅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Q姜草方辅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韵植颜蜕变雪肌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6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植颜韵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6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姬草堂珍珠美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6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韵角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6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YANYA卡妍雅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73
广州卡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7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7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去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7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澜琪雪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80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福康头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84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SWED HAIR MACADAMIA NATURAL OIL 
100ml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88 广州市采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D HAIR MACADAMIA NATURAL OIL 
100ml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88 广州市采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D HAIR MACADAMIA NATURAL OIL 
100ml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88 广州市采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SONATA  CRYST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NATA  CRYST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NATA  CRYST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NATA  COLLAC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NATA  COLLAC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NATA  COLLAC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639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蔓丽黛颜蜂胶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0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拉之吻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09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呼颜本色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2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HáNPU韩璞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26 广州华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美百氏 重点美肤祛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4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重点美肤祛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4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重点美肤祛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4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蜗牛瀑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4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盈润雅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47 广州宝滋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V SHOU眼部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50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多肽逆龄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51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LV SHOU多肽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6452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色菲娅花漾甜心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6513 广州火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芝珠动感蜗牛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凡诗美肌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15 广州同舟贸易有限公司
立美琦玻尿酸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16 广州爱健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香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香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香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火美鸟  素颜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24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恵尔舒活力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39 广州安研贸易有限公司



列奥纳雅盈润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48
列奥纳雅（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樱花酵母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1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美媄颜雪肤套-媄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6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美媄颜雪肤套-媄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68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美媄颜清肌套-媄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7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研姿千钰玫瑰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玫瑰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玫瑰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妍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84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卡曼妍臻肌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9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笛微脸紧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19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美媄颜雪肤套-媄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0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幸福之谜玫瑰精粹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0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蒂莱多效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0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查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查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查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植颜素颜美肌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优美富勒烯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1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添美媄颜雪肤套-媄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2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芙泉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雅蕊亲润水光健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雅蕊亲润水光健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雅蕊亲润水光健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百灵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金盏花金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金盏花金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金盏花金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吕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3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芙蓉多效修护组合-多效修护冻干粉+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50 广州澜鹅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多效修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5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红酒多酚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53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艾吕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60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芙泉备长炭净颜亮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6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备长炭净颜亮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6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备长炭净颜亮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6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7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多肽紧致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烟酰胺原液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297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庄玫瑰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5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牛奶柔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洁净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洁净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洁净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16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 燕窝冰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20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丝蔻 烟酰胺瓷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23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丝蔻 双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24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DORHéAL烟酰胺润透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烟酰胺润透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烟酰胺润透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昔胶原亮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43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美堂烟酰胺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烟酰胺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烟酰胺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植物舒缓修护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54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保湿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保湿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保湿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 酵素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68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水晶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水晶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姿千钰水晶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 后天养护御养套 后天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 后天养护御养套 后天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 后天养护御养套 后天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易芬净美滋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9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 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398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 光嫩控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玫清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09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希玫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11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城牌 桑叶玫瑰蚕丝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19
广州市大健康易购商贸有限
公司

YIMEIREN伊媚人玫瑰晶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REN伊媚人玫瑰晶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REN伊媚人玫瑰晶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唤溶 焕新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2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水润柔滑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润柔滑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润柔滑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水光活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33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蜜赋活丝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39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43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美媄颜清肌套-媄颜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4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彭香燕窝帝皇蜂亲肤温和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47 广州市柯洛斯贸易有限公司

魅添美媄颜清肌套-媄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5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美媄颜清肌套-媄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6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OHOU 炭洗深层净透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1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恩言尔 积雪草水润悠漾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仟色妃寡肽补水修护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5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萜斯汪玻尿酸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萜斯汪玻尿酸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萜斯汪玻尿酸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娇嫩净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娇嫩净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娇嫩净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BXB 酷爽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89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媄妮玻尿酸原液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9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水凝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49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惑玻尿酸补水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0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乐佳妍富勒烯水光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08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思美臻润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10 广州爱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14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荷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芭荷多效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1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芭荷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大靖妍 焕颜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2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昔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30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溯翎 水晶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3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角鲨烷舒缓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38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雪嫚焕颜恒美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雪嫚焕颜恒美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雪嫚焕颜恒美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塑馨之昧 焕颜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4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大靖妍焕颜嫩肤套- 焕颜逆龄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5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焕新嫩肤套- 焕新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5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嫩肤套- 水晶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5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 水晶肌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6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嫩肤套- 焕颜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8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立美琦水动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586 广州爱健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秀媛骨胶原琉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巧迪慧尔胶原蛋白琉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7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SK丝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丝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丝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0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1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1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瓷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1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ER美谛焕颜舒缓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1
广州美谛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凝润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凝润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凝润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粉丽炫 洋甘菊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5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保湿精华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保湿精华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保湿精华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nura卡丽娜水光活性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2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  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  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  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新鲜一辈子-倾心仙粉黛组合-倾心丝柔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7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鲜一辈子-倾心仙粉黛组合-倾心柔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69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之源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74 广州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之源积雪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76 广州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之源富勒烯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77 广州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一辈子-倾心仙粉黛组合-倾心柔润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78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之源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79 广州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水凝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88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浴奴  瑶浴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698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母密码冰泉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12
广州赛美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红浴奴  艾浴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13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肌优+多肽修护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2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肌优+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泉雨溪滢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千鸟 鳄鱼油轻奢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3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仙维雅樱花滋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樱花滋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樱花滋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小羊奶香氛润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香氛润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香氛润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魅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魅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魅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5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琦纤SHOW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1 广州佩琦贸易有限公司
向太阳 婴儿清爽洗沐二合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向太阳 婴儿清爽洗沐二合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向太阳 婴儿清爽洗沐二合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6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可丽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68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柔弹嫩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7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柔清新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71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可丽阿道夫精油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8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柔细致柔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84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柔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86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茜赫本植物精油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88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玉润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1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倾之韵Xisoso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2
广州合森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ZVE茉姿 魅惑香芬柔肤沐浴露樱花嫩
肤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3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芭柏莉·氨基酸水嫩美肌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5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岚吡硫鎓锌去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7 广州全岚贸易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浆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798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韩芬娜芯动小时代幻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芯动小时代幻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芯动小时代幻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魅惑香芬柔肤沐浴露茉莉紧
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05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魅惑香芬柔肤沐浴露玫瑰弹
润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06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兰妮水润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1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姿色精油精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1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精油精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1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精油精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1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水漾温感变色润唇膏【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1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 海藻精华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水漾温感变色润唇膏【甜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2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缇珀妃清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清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清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5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5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芭莎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芭莎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芭莎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阳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阳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水漾幻彩唇膏 阳光橘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色酵素卸妆水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5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岚姫娜 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7
广州市艾格优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茵妆清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6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7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辣俏炫色唇膏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7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8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8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8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媚影 臻奢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86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思丹 清透净颜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94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YSE极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96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媚影 清透净颜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789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炫黑速干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02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0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TARK-NAKED 裸瑟红毯极细速干防水眼
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0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清新走珠香体露（淡雅清
爽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清新走珠香体露（淡雅清
爽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男士清新走珠香体露（淡雅清
爽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子弹之吻轻纱不沾杯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2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精粹透润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3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KaKa park极细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38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轻描素写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4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靓肤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4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魅思丹 魅惑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53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译保湿补水肌底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56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肤可森林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58 广州肽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晶矿活力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晶矿活力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晶矿活力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玫清爽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6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pinkmate唇釉520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8 广州市艾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紧致凝露+
芊柔晶矿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紧致凝露+
芊柔晶矿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芊柔紧致蓓护套-芊柔紧致凝露+
芊柔晶矿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玫舒润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72 广州市纯佳贸易有限公司
YSE哈勃岛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82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烤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烤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梦幻烤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金萃柔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89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YSE倾颜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91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的漾子光感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你的漾子光感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你的漾子光感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7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思丹 清透无瑕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0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珑扣 生机勃勃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09
广州市铭牌坊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苹果夫人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1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清透干湿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 清透无瑕两用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23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洛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洛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洛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佰丽黑枸杞水柔炫光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SE羽绒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3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轻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轻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轻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隐形倍润纤柔型刷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3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46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点秘密弹润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56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59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芙泉水感无暇轻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6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水感无暇轻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6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水感无暇轻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6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灵康植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6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植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69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舒适康茶果精油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71 广州本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雪嫚光彩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光彩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光彩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蔓萝蒂 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7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IDUOLA羽翼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9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E丝绒透亮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095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零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零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零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0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0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释青春SHIQINGCHUN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06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金蚕丝无瑕水润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无瑕水润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无瑕水润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痘肌净透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17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人参）控油活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人参）控油活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活（人参）控油活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2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32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子御紧致修护美龄套盒-苹果籽萃取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55
琪御（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芬华微蓝润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76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华微蓝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77
广东花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赫胶原蛋白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84
广东浅时光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NFUMAN安芙蔓黑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86
广东安芙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乳木果倍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87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之色清爽保湿定妆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雅玛丽莲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198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安教授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水溶性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水溶性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水溶性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20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0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9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0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18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潮色水漾唇膏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821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魅思丹 丝滑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2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思丹 清透无痕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0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豹纹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幽媚影 莹润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2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柒春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RONNI黄金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2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养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养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养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菲蔓撕拉型水性指甲油32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48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菲蔓撕拉型水性指甲油10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0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i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1 广州亚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菲蔓撕拉型水性指甲油21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2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温多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3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菲蔓撕拉型水性指甲油22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6 广州彩怒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控油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控油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控油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60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控油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66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USUPSO柔滑毛刷自动眉笔 5#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71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肤可森林氨基酸水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72 广州肽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柔滑毛刷自动眉笔 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74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7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柔滑毛刷自动眉笔 2#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078486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00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柒春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自然生动拉线眉笔0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1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自然生动拉线眉笔03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21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自然生动拉线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2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3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高清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高清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高清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3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炫亮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炫亮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睿妍优肽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5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微肽精透玉容套-多效微肽
精透玉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雷诗 流沙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47
广州市丹雷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55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rVr肌活沁透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5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CIELY魅惑晶润果冻口红（烈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64 广州市森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倾慕滢润口红820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0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倾慕滢润口红830烟霞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4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吉萱倾慕滢润口红810傲娇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7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方水 美肤修护凝胶+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81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IMEIS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沙龙护理套
装富勒烯深彻凝时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93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YSE丝柔雾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599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RONNI恍惚之境单色眼影 E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00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韩婵生姜密集韧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生姜密集韧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生姜密集韧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焕颜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焕颜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焕颜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姬朗姿美肌冻干粉+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17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MIDUOLA咪朵拉中国娃娃雾面泽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3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玩色子弹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3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小分子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小分子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小分子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妍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43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菲思塔娜时光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时光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时光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塔娜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妍透明质酸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61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加妆·安瓶精华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64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蒂星系套装口红（5只装）10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65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IANZI添姿绿海藻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6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蒂星系套装口红（5只装）10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68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曼蒂星系套装口红（5只装）10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71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曼蒂星系套装口红（5只装）10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72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曼蒂星系套装口红（5只装）10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77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Mangatar嫩肤型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79 广州婷茵汇贸易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 24K黄金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8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NTECIE曼蒂丝玻尿酸滋润水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687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仙维雅受损修护焕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受损修护焕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受损修护焕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姬朗姿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1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媛霓美肌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22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灵秀丝滑性感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2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灵秀丝滑性感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2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灵秀丝滑性感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2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莉雅水光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3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莉雅水光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3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莉雅水光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3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 焕发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33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盈润丝柔馥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59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B∧TISHI巴缇仕·头皮净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62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瑰丽女王钻石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6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QIAN韩倩蜜芳恣意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QIAN韩倩蜜芳恣意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QIAN韩倩蜜芳恣意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臻彩宝石盈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8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净润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韵 草本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维雅滑溜溜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滑溜溜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滑溜溜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奢丝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79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薇集积雪草净痘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13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OYOSO清润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润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润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爽亮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3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爽亮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3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爽亮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3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手主義牛奶丝滑磨砂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0 广州市晓石商贸有限公司



媛霓美肌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2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ESSENC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gold moist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gold moist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gold moist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妍水氧亲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46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HERBAL TOWER goji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AL TOWER goji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AL TOWER goji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ZU gold nouri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gold nouri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gold nouri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spa HERBAL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spa HERBAL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spa HERBAL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5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VEKV india gold anti-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VEKV india gold anti-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VEKV india gold anti-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78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8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草本紧致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8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植物胸部娇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889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0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紧致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0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佳美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28 广州雅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赋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赋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赋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妮露玻尿酸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透靓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透靓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公主婚纱透靓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 水润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 水润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 水润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4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氏水光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氏水光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氏水光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多肽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乐赛 紧致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4 广州名药汇医药有限公司
EIDETEJ舒导水立方水养套装-玫瑰滋养
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5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妍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60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東方郡主密罗木青青春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東方郡主密罗木青青春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東方郡主密罗木青青春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薇宝丝柔修颜隐形隔离霜 23#奶昔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7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KA活氧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93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V美态净肤美肌套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899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净肤美肌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00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 蜂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0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手主義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08 广州市晓石商贸有限公司
FALEZI法乐姿黑灵芝奢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11 广州法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搽友约血橙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14
广州市美搽友约贸易有限公
司

馨籣序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2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璽洋 臻润亮采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46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堂龙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4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晨之特轻盈水柔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51 广州蜃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YAN素沿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7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彦香活泉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76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姿萱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1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清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清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富勒烯清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仓希透明质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7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茶树净颜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茶树净颜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茶树净颜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植物多肽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9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美诗多肽焕颜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9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铂晶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099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斯茉 活源水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08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莹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2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亚太女神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肤可森林舒缓清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34 广州肽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3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绵羊油滋润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绵羊油滋润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绵羊油滋润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蔓芙泉 水嫩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 水嫩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 水嫩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籣序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5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馨籣序 焕颜修护组合-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5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菲瑞兰 FAIRYNATION 活力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5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 植萃三合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60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品素CC素颜水光气垫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63 广州瑞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皙顿 多肽石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66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号色小蘑菇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67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香蕉烟酰胺亮肤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7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21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7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18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7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19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7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按压口红020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7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修修脸美肌无瑕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修修脸美肌无瑕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修修脸美肌无瑕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瑰愫舒缓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4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幽媚影 臻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6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8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9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伊颜蔻水光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92
广州市伊颜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9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唇美饰界气垫口红笔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7919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芝荟植萃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0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東黛多肽靓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04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恩言尔钻石雪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0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炫氏玻尿酸水光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06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逸顺 玻尿酸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10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漾木语保湿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18 广州长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漾木语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21 广州长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uLaLa高光美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23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焕肤水光针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焕肤水光针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日记养护系列 焕肤水光针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珀妃水光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水光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水光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3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青春SHIQINGCHUN海洋冰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35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氏胶原燕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39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 蜗牛胶原滋养奢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2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之梦 梦幻浓密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浓密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浓密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俪姿蜂胶精华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紧致舒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4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奥青春面膜粉C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51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蔻静珍珠幻彩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5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边草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55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精采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62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施曼蒂卡 燕窝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64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密羽酷黑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6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KISS ME PONY 星空飞扬纤长卷翘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74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82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87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水感透肌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8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2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富勒烯清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00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美易芬肌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0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妍泉润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06
广州伊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蔓萝蒂 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1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春皙幻紫星空玉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2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 爱尚微分子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35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Bella Frutta 薰衣草舒缓沐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41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Bella Frutta 玫瑰盈亮沐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42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花之美集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1 广州靓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2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2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2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2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若拉公主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若拉公主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若拉公主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保湿润肤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5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香薰清爽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6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尚诗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67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泉日颜一加一修护伴侣组合-修护粉+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70
广州雅美电子商务贸易有限
公司

康美绮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1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1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1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39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蛋白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0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蛋白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0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蛋白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0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蔓萝蒂 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薰衣草甜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薰衣草甜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薰衣草甜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匠传蔷薇润颜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34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BB Bella Beauty Labs EXFOLIATING 
FOOT PE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B Bella Beauty Labs EXFOLIATING 
FOOT PE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B Bella Beauty Labs EXFOLIATING 
FOOT PE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罗兰玫瑰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3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良奉青春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三多九如 面部玉兰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68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浅色麦卢卡蜂胶养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8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洛克泰迪  海洋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85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KaKa park清透净颜晚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91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慕斯绒情哑光口红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7949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素颜补水嫩肤面膜（酵素
牛油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05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梦海参冻干粉+海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24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27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雪肌丝滑透亮面膜（酵素
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28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石墨烯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石墨烯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石墨烯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Dear玻尿酸小分子原液面膜（保
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eiDear玻尿酸小分子原液面膜（保
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eiDear玻尿酸小分子原液面膜（保
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英特耐美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0 广州红烨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丝绒椰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丝绒椰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丝绒椰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宝莱矿物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4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魔唇三效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魔唇三效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魔唇三效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5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醉美国风植萃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72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蘭活力均衡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8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青春密码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青春密码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青春密码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卉蘭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8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舒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9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RCE OF INSPIRATION灵感之源香水
（夜城之恋）

粤G妆网备字2019079899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SOURCE OF INSPIRATION灵感之源香水
（采茶人）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00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逸凡悦欣 肌底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0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RCE OF INSPIRATION灵感之源香水
（情感契约）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04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SOURCE OF INSPIRATION 灵感之源香水
（蓝风铃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06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膜幻百丽24k金胶原蛋白氧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0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脊正一品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獅虎迷魅莹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19
广州梵蜜俪贸易有限公司位
于

发院士香氛柔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23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 精粹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26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艾卉蘭姿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2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字号大姜祛屑型洗发搭档贰剂-生姜
祛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33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艾卉蘭姿宜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3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姿雅 迷魅莹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39 广州艺美汇贸易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月宫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喜佰伦宠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5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赫本草堂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叶赫本草堂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叶赫本草堂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舒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4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喜佰伦透肌黑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51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卉蘭姿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5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雨妃皙颜水光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56
瑞熙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桑肌多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58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卉蘭姿舒肩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5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佳人 米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64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摩登迷情口红02缪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65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马油修护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马油修护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马油修护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缇珀妃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宜  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宜  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宜  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7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美韵舒养套组-美韵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水光肌透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7999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 波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 波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 波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琦兰 玻尿酸水嫩润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09 广州益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3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东方风韵蝶羽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4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6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6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7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THEHOTSHOP热卖小铺时尚达人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71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轻柔雾感哑光唇釉（501#土橘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91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E SHE三奢净颜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80099 广州三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植物肽雪肌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0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馨语晶莹水光唇釉C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12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理氏美颜隔离三件套-沛泉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1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蔻静梦幻星空水光唇釉（G01仙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1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妆晶莹果冻夹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18 广州市彩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多肽双重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19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清透眼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0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 净透润颜卸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4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卸妆水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卸妆水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卸妆水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s Care 素森康类人胶原蛋白舒缓修
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29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韵源净化套组-韵源净化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烟酰胺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8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思穆菲萌新女孩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39 广州福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TAN  MD-78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4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MD-78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4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MD-78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4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HOLD UNNY EYE 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57 广州魅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SUYAN素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7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姝俪氨基酸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0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NIVAL蔻年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肌源赋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8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双色眼影粉 z205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重春色鲜养理肌水分套装- 鲜养理肌
水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96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斯维妮艾地苯抗衰锁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197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ONE AND ALL焕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05
广州凯润婷国际医疗健康管
理有限公司

皙诺肌肤沐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0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水凝循环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1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亚麻籽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亚麻籽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亚麻籽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1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蜗牛原液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19 广州石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之嫩 水润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22
广州圣妃之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绮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35 广州康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兰莃妮 乳木果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43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菲之冉小羊奶修护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修护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修护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曼竹炭氧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50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滑润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5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绮蘑菇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54 广州康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绮六胜肽青春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77 广州康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艾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艾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康健艾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嫩肤套-水晶肌冻干粉+水
晶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9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自然丰韵双头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029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自然丰韵双头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0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黑晶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1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自然丰韵双头眉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2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再青春 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青春 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青春 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可丽阿道夫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4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EAUTE莹润呼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5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EAUTE莹润呼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5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EAUTE莹润呼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5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 妆前修饰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70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 丝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73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 Dance保湿柔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7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8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棱 三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85 广州宸中臣商贸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隐形无暇粉底液（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86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懒人印章美型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8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隐形无暇粉底液（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89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妃德沁水粉底液（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91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苏莱曼植物多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9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绮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93 广州康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倩 高倍滋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9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梵美诗多肽饱水靓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39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型酷魅眸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0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HEFNA韩芬娜防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04
广州梳妆打扮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水光清透粒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2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水光清透粒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2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水光清透粒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2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莉悠靓肤遮瑕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26 广州淑莉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思丹 丝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30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ATION-7黄金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4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植妍芬 辅酶Q10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 辅酶Q10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 辅酶Q10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思丹 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68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金汉娜冰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铂金汉娜冰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铂金汉娜冰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铂金汉娜植物水凝素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铂金汉娜植物水凝素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铂金汉娜植物水凝素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EI.KA冰肌养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81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depileve迪芭妮净肤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87
广州贝多俪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伊诗晴氨基酸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495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罗兰玫瑰莹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0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鑫美新清滢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1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养护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27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KIQUEN诗卡奴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35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速美人月宫调养修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1 广州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觉迷迭香轻盈亮泽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愫舒缓修颜气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5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 蜗牛晶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蜗牛晶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蜗牛晶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温养型）-舒养精
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5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温养型）- 温养舒
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5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温养型）-肩颈舒
精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5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OGEKOS欧戈蔻诗红石榴美肌隔离防护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66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玻尿酸水嫩深度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69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润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润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润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57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妍希青春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0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24k金补水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0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24k金补水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0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24k金补水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0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NBEAUTE黄金胶原线雕面膜二部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1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EAUTE黄金胶原线雕面膜二部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1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EAUTE黄金胶原线雕面膜二部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1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腰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平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平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平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美蜗牛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蜗牛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蜗牛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海洋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海洋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海洋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山茶花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山茶花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山茶花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水光盈润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水光盈润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水光盈润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哆姐 活酵母新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哆姐 活酵母新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哆姐 活酵母新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IVIDI富勒烯多肽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5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馨语慕色水漾唇膏M08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62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美含秀沸石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CGK.JP女性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67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姬草堂畅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6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阐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69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多纷迪丝远山眉黛双头笔03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7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77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柔滑水养护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1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秋漺赋活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2
广州申笠方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肥圆圆冰肌活肤身体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4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贝提女性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6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湘鑫美 烟酰胺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烟酰胺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烟酰胺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斯维妮护肤清透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8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89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六胜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六胜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六胜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傲逆龄抗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3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品姿寇女性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8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昭丽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昭丽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昭丽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肌顾幕奢宠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19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肌肽舒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肌肽舒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肌肽舒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斯蒂肤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43
广州靓资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VCK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45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固肌肩颈温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49 广州淳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寡肽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61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脊美堂 舒缓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66
广州脊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查芙曼樱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6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纤欣隔离防护香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76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嘟嘟之吻空间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78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莹润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81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HAIGX玻尿酸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82 广州市博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云诗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83 广州歌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儒義水分缘·头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4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VPEV SHOCK双色双效渐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5
广州晨曦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斯维妮胶原蛋白抗衰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6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ABC臻彩雾面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臻彩雾面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臻彩雾面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气韵丝绒不沾杯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气韵丝绒不沾杯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气韵丝绒不沾杯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7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雪颜靓肤套-雪颜靓肤冻干粉+
雪颜靓肤溶媒液+雪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0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WINSS方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03 广州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CHNBUTY亲水俪颜纤连蛋白微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07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花公主冰爽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08 广州丽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气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09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梦姿调理离子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0
广州市巨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之来腿部紧致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1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妍之梦大马士革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妍之梦大马士革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妍之梦大马士革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首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4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芦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18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2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2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2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积雪草赋活五件护肤套盒-积雪草
补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26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潘红妹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 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 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 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之来腹部紧致秀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7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黛丝多肽滋养修护冻干粉套-多肽滋
养修护冻干粉+多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39
广州玫黛丝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纤之来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2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背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3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润颜水光充盈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4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掘美润颜水光充盈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4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臂部紧致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5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雨露 大溪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诗雨露 大溪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诗雨露 大溪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潘红妹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之来秀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55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杏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5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爵色运动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59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柔美摩洛哥丝滑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6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麒麟花芦荟骨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麒麟花芦荟骨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麒麟花芦荟骨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丝滑轻感水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871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MONTUB造梦者九宫格眼影 03#灿若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04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ONTUB造梦者九宫格眼影 01#女儿心思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12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ONTUB造梦者九宫格眼影 02#盛夏裙角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13 广州懵兔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皙诺毛孔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1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RZZ白天鹅雪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15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玻尿酸补水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28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蜂蜜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3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丝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32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CK氨基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45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范特西润养顺滑免洗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51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颜蔻氨基酸净颜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58
广州市伊颜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美樱花致美雪肌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致美雪肌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致美雪肌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雅琳盈润保湿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5
广州市硒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涵美樱花致美美颜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致美美颜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樱花致美美颜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珀妃净颜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净颜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净颜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0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卡蒂椰奶蘑菇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1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扶仁堂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4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MIFU秘肤氨基酸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纳诗vnaze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套装-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78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唯纳诗vnaze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套装-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0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粉涩水润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4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幽媚影 臻颜水光双层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89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重春色鲜养理肌水分套装 -鲜养理肌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94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梨妤萌芽氨基酸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0998 广州紫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小雨玫瑰精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1 广州市吴小雨商贸有限公司
幽媚影 臻颜水光双层气垫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2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舒润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04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晶透亮彩套-肽能晶透亮彩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12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祛痘净妍套-肽能祛痘净妍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14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舒缓安肤套-肽能舒缓安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15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  神经酰胺凝润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19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靖妍焕颜嫩肤套-焕颜逆龄冻干粉
＋焕颜逆龄精华水＋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2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莱美清透眼部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21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仁堂腰部草本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23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疏通型）-温元精
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2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扶仁堂头部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32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ARR清润净柔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35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  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37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疏通型）-舒养精
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美芙雪颜 净颜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雪颜 净颜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雪颜 净颜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姝俪氨基酸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4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扶仁堂头部舒缓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5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本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嫩肤套- 水晶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5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颜皙  水光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60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扶仁堂风韵舒畅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61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滋养型）-幸福精
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6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扶仁堂风韵舒畅润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71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滋养型）-舒养精
华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7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扶仁堂青春女神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77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扶仁堂青春女神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1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扶仁堂腰部草本舒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3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HèREX  舒养调理套（疏通型）- 舒通
调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泊蝶水嫩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嫩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嫩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仁堂肩颈草本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89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美颜肌密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91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水晶肌冻干粉+水晶肌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9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扶仁堂腿部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096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 水晶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扶仁堂腿部舒缓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1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水晶肌塑颜冻干粉+水
晶肌塑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MER COSY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MMER COSY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MMER COSY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水晶肌修护冻干粉+水
晶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0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院士植粹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0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阐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5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萃华浓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漺赋活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23
广州申笠方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浪漫青春水光肌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26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靓肌焕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30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青春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31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套- 水晶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3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可丽氨基酸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47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木子遮瑕靓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4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净化清透调理套-净化清透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唤溶焕新嫩肤套- 焕新冻干粉+焕新
精华水+焕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理氏美颜隔离三件套-皙润遮瑕修颜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莎蕴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8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N WINGS 魅炫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59
广州艾浦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果之恋清爽遮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60 广州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矿物肌活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61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雯多重玻尿酸嫩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69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倾城定制（Ⅰ型）-肽美冻干
粉+肽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7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1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D2紫花地丁屏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0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妃子御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09
琪御（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米·酵母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2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悠芝佳品亲肤呵护爽身粉（干爽）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33 广东三九佰氏药业有限公司



玛姿宝娇颜光感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34 玛姿宝（中国）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36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38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柔滑光感遮瑕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0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e自然媚眼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1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花肌源 氨基酸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e幻彩双头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6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Commend硒酸酯多糖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ommend硒酸酯多糖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ommend硒酸酯多糖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辛艾诗迪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62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清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清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清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2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宝宝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2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宝宝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2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葵花太阳野菊花宝宝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2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 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33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溯翎水晶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3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ETOP美肌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37
广州市同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发院士护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39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底漆）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清新滋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清新滋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清新滋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之昀筋骨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2
广州尚之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红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红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68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灰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灰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加固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加固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蓝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蓝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7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裸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裸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绿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绿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闪片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闪片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8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体灵动调理套-舒体灵动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TING甲油胶（铂金彩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1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TING甲油胶（蛋白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3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蛋白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4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TING甲油胶（环保彩色蛋白胶黑色系
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81397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TING甲油胶（环保彩色蛋白胶红色系
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15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TING甲油胶（魔幻百变猫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17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俪山茶花沁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19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唤溶焕新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2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诗妤 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27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发院士天葵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35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LIQJn佰丽千金烟酰胺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40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娇千金焕亮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45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金盏花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49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调理套-活力康源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VCK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57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法丽塔舒缓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塔弹力抗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大靖妍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7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大靖妍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7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可丽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78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莉丝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79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靖妍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立美 水漾焕颜肌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5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7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嫕度 光果甘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89 广州医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古方痣盛堂 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倍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头皮净透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8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立美琦多肽冻干粉+焕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81499 广州爱健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青春柔润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11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凡诗美肌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14 广州同舟贸易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ORIA水解蛋白焕颜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4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凡诗美肌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48 广州同舟贸易有限公司
芝荟芦荟莹润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5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星空耀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6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NBUTY亲水俪颜纤连蛋白雾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61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6.9℃亮颜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6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 多肽植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74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HNBUTY亲水俪颜依克多因赋活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76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8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梦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8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熙 眼部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88 广州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熙 清颜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1 广州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熙 嫩脸美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3 广州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魅力鼻部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零熙 玫瑰赋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5 广州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DORIA首乌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零熙 出水芙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599 广州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DORIA净痘平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0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岭南美康素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06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我的肽° 贻贝约会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09
广州酷逸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谜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鲜一辈子-倾心灵动能量组合-倾心灵
动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5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迷谜背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背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背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鲜一辈子-倾心灵动能量组合-倾心灵
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31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多肽修护组合-多肽冻干粉+多
肽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52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生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59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BC红桦凌霄艳·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红桦凌霄艳·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红桦凌霄艳·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帕尔马之水滴男用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帕尔马之水滴男用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帕尔马之水滴男用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无极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无极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正义男士系列无极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幻柔情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82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广益大鑫康元人参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84
广州大鑫康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玫瑰之名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85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赫茉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694 广州净如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莃妮 玫瑰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05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欧姿美雅  牛奶蜂蜜蛋清三元素 柔嫩
光滑 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15
广州市欧姿美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活美金箔蛋白肽套装-金箔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2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娜斯美韵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32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玻尿酸凝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44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颜美黛暨颜天成提升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45 广州露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钰颜蓝铜胜肽修护组合-蓝铜胜肽修
护粉+蓝铜胜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莜琪 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48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净肤美肌套氨基酸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50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安娜卡莎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5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好易焗营养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60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玛诗妤 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67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细致肌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8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维他命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3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SI日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SI日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SI日间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清新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5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SI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SI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SI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7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清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可丽阿道夫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07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漾胶原蛋白黄金线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24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慕漾胶原蛋白线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30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英国梨与小苍兰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英国梨与小苍兰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英国梨与小苍兰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皇后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皇后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魅力皇后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牛奶小姐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牛奶小姐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牛奶小姐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臻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臻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臻沃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OGICXX魅爵男士蔚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55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MOGICXX魅爵男士寄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56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Baeut!ove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60
广州市拉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AM PALACE 高雅女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70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MOGICXX魅爵男士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74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嫩肤套- 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88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行丹坊 尊贵养护套-丹坊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00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瑟焕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02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五行丹坊 尊贵养护套-丹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04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CCYA多重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0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瑟珍珠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14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足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足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足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娜斯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39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浆洗发乳-清爽净屑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44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LE CYGNE润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48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焕采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50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璐海邦芳香肩颈护理套盒-肩颈按摩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55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臻奇迹深层乳润御养套深层乳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6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深层乳润御养套深层乳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6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深层乳润御养套深层乳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6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娜斯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64 广州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S水漾沁透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69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浆洗发乳-调控头皮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75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豫艾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88
广州艾灸源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汇集丽植觉依兰花赋能奢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樱妠歆慕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女性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女性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女性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方小艾艾浆洗发乳-养发黑亮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5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萨依侬美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萱冰肌水漾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199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之嫩 神经酰胺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03
广州圣妃之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eezetime多肽焕颜紧致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27
美那多文化发展（广州）有
限公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袪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33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樱妠歆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3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修护芦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修护芦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修护芦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链美石斛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44
广州链美医疗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琦蓓水感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水感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水感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TISHI巴缇仕·控油活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48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链美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52
广州链美医疗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植研春头皮净化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57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秀丽隔离防护膜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6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保湿泡沫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72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8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眯眯眼冰淇淋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088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香施帝芊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05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净化平衡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1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康丽尚舒缓保湿竹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1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芷物龙胆修护冻干粉龙胆冻干粉+
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22
广州爱尚植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水凝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25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芦荟鲜活补水亮颜五件套 芦荟
鲜活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唯智冰感玉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5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润妍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润妍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润妍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YLAVSD 素颜防护小冰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秀冰肌防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芭柏莉·氨基酸轻柔丝滑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6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伽素 冰肌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6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老姜汁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7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C 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7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梵琦 冰肌舒缓肌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76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芭柏莉·氨基酸去屑控油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79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散益通草本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82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诺植颜水漾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83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炙堂温养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温养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温养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蜜黄金艾宝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03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AVOS富勒烯烟酰胺亮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04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科芝美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05 广州科美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RUIMANNI瑞蔓妮多肽紧致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06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轻盈气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27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多肽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3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萨亚天女木兰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4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玫瑰透润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RIWENMUA冰肌晶亮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48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瑰愫舒缓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0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1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爱之缘 量子能量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2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3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3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3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胸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胸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来妮胸部多肽修护套-多肽胸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5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丽塔 弹力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 精粹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73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植密素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74 广州植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思银杏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80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密素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81 广州植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霖兮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8229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VOS富勒烯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05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辛菲妮迪·寡肽净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09
云左堂健康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1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1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漫之舍 多肽祛痘修护套-净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1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水润亮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20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G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26 广州源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梵琦 青春丝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27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儿臻美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28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伊玫瑰活泉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伊玫瑰活泉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伊玫瑰活泉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视本草赋活营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31
广州市汉医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玛诗妤 精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37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颜多肽调理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5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妍希四季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5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VOS富勒烯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62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鑫丽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65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TISHI巴缇仕·香氛舒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69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营养保湿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7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莹润护卷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24K黄金箔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3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耐沃氨基酸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丰盈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滋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89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菲龙血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1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2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佳 人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佳 人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佳 人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3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来魅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06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gsiyu多效焕颜莹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siyu多效焕颜莹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siyu多效焕颜莹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UIMANNI瑞蔓妮蜗牛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18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思丹 焕彩水光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24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四季活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42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UIMANNI瑞蔓妮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60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7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TISHI巴缇仕·卓效氧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80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尔威滚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滚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滚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尔妃蒂极润补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极润补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极润补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4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植萃活肤四季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03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玻尿酸原液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0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媚影 焕彩水光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15 广州市娜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炫爽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1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1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耐沃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32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肌康美韵滋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肌康美韵滋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肌康美韵滋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生姜清爽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雪依氏 水颜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6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0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瑛捷妈咪 活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5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美琪龙胆奢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6
广州重生化妆品实业有限公
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5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皙四季活肤量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2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思爱莉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3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美集香氛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7 广州靓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 多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6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香氛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73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3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75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安肤舒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7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耐沃头皮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82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8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幕林萱冰川水保湿因子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84 广州肤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lant aesthetics七叶树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86 广州百灵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盛源康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OXM膜小妹肌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4
广州花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彩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59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1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1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萱本草红石榴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1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轩净颜水光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1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多肽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1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星光闪亮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40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花印良品水漾养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e柔光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46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凝时紧致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66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指（趾）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75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指（趾）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675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薄荷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701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4 粤G妆网备字2019082705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5 粤G妆网备字2019082707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6 粤G妆网备字2019082710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樱花钻 纤柔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16 广州蝶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花钻滴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17 广州蝶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舒润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舒润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廷向氏舒润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冰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7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73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8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74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9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75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植物凝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植物凝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植物凝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皙迷迭香奢润臻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水汪汪赋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皙迷迭香柔顺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889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16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16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花漾系列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16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豆肌语臻品新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2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姿言明眸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2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豆肌语多肽凝时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3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皙烟酰胺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4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毛久乳木果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48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KA焕颜新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51
广州美咖美容护肤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蜗牛水润透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5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LOBLEAF  澳比利芙植物去屑控油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56 广州市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水氧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水氧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水氧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素颜三步曲五件护肤套盒-青春素
颜保湿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78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茵妆素颜三步曲五件护肤套盒-青春水
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7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朵彩 男士滋养劲能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80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腰部舒缓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腰部舒缓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雪24K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93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 水润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2995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Queen 多肽修护净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11 佛山市托普秀贸易有限公司
AU 焕肤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3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焕肤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3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焕肤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3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BLEAF 澳比利芙植物修护还原酸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43 广州市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传明酸透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45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茵妆素颜三步曲五件护肤套盒-青春舒
缓修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48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九颜世家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49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积雪草赋活五件护肤套盒-积雪草
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5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宜赫姿孔雀石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55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赫姿卵磷脂亲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65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莃妮 玫瑰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67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J·YOUNE′S姬颜氏富勒烯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70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莃妮 乳木果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73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兰莃妮 乳木果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75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宾娜肌润修护水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076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亼水嫩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01 广州美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红石榴活妍焕采护肤套装-红石榴
活研焕采眼部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0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甄滴佰桦树汁润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05 广州宏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u zi舞姿蓝铜胜肽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09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茵妆积雪草赋活五件护肤套盒-积雪草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13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纬生堂 芦荟鲜活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3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莉悠莹润紧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36 广州淑莉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春皙白桦树补水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7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小分子五件护肤套盒-玻尿
酸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78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AVOS七叶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84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仁和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86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V美态净肤美肌套净肤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8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生姜植萃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小分子五件护肤套盒-玻尿
酸小分子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茯茶眼贴清润舒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7 广州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翼颜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198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茵妆24K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1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亲水俪颜  微肽复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13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3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BEIQUAN法倍泉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
组合-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BEIQUAN法倍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BREM HERBAL HEIGHTENING 
Conditioning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REM HERBAL HEIGHTENING 
Conditioning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REM HERBAL HEIGHTENING 
Conditioning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rystalcollagengold  Ginseng Berry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57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皙积雪草清痘细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6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NEW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6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 Rebound fast burning fat-All 
Skin Types Weight  Los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Rebound fast burning fat-All 
Skin Types Weight  Los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Rebound fast burning fat-All 
Skin Types Weight  Los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rystalcollagengold  Cubil Nouri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73 广州极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精华祛屑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精华祛屑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精华祛屑套装 十养道植萃
精华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盒装 十养道植
萃多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盒装 十养道植
萃多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十养道 植萃多效修护套盒装 十养道植
萃多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信佳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佳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佳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佳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佳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信佳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2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璐海邦芳香肩颈护理套盒-肩颈平衡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07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璽洋 透润滋宠净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08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庵小分子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11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草妙康 颈肩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53
广州垚鑫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草妙康 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54
广州垚鑫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草妙康 植物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56
广州垚鑫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VO冰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58 广州中柔日用品有限公司

献慕黄金抗衰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6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barpa眉毛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73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草妙康 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77
广州垚鑫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草妙康 胸部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80
广州垚鑫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调配溶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8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慕漾焕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83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姜密码寡肽修护组合-姜密码寡肽修护
冻干粉+姜密码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9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姜密码寡肽修护组合-姜密码寡肽修护
冻干粉+姜密码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9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姜密码寡肽修护组合-姜密码寡肽修护
冻干粉+姜密码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399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聂美人提拉紧致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10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厚海闪亮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1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闪亮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1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闪亮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1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献慕红酒多酚滋养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1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柏斯兰黛尚诗无硅清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27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聂美人至臻多效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28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养护专用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养护专用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养护专用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正元青 小分子沉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30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玻尿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元青 小分子沉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7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莃妮 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4 广州乐常美贸易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肩颈舒护草本套-肩颈舒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yAroma苏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苏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苏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素颜滴提亮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4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元青 小分子沉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0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轻畅活力养护套-轻畅活力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肤质修护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09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谷胱甘肽疏
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净肤雾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25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脉能舒缓套-脉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28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峰丽棠 芦荟鲜活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2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莱氏 活颜悦色精萃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0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莱氏 寡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2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熊果苷传导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3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净畅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莱氏 凝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38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WS·PALACE  香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40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X·S流金岁月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42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脉能舒缓套-脉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4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娇颜素肤葡萄柚美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47 广州嘉美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X·S简约卓颜奢宠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56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 活性备长炭奢华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58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脉能舒缓套-洁净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60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理氏美颜隔离三件套-水漾光感焕颜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6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金佰卉肌颜调和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 氨基酸轻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66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圣驾到舒通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舒通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舒通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熊果苷泛醇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78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诺肌肤还原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8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皙透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95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奥青春精华液A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97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象泽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59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莹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奥青春原液B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0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谜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五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五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五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青）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青）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青）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玉润玲珑悦活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2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黄）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黄）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黄）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肌肤还原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五色能量套-精华油（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莉芙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莉芙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莉芙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安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安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安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清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清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清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舒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舒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莉芙修护套-醍香舒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舒韵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舒韵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舒韵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沁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沁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沁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肌肤还原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润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润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润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体验套）-醍香
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彦香活泉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1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丰盈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7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帽子逆龄赋活冻干粉+逆龄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逆龄赋活冻干粉+逆龄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逆龄赋活冻干粉+逆龄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脉能舒缓套-脉能润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6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优理氏紧致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6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良奉青春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7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7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7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幼龄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幼龄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幼龄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逆时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逆时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逆时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良奉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68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芙萃身体紧实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61 广州市泊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紧致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75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 竹炭深层祛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7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白帽子舒缓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7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舒缓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7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舒缓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7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值官平衡肌萃效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平衡肌萃效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值官平衡肌萃效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姿仪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83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豪魔法容颜--清肌雪颜套组--清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9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cuhclr卡玑丽羊胎素臻致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94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清肌雪颜套组--清肌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9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豆肌语鲜活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89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清肌雪颜套组--清肌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0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柔皙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02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姿萱水润清透凝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06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丽熙--清肌雪颜套组--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0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清肌雪颜套组--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1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清肌雪颜套组--清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1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绿茶肌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27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彦香活泉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31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紧致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紧致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紧致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尔修护提升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39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ovelyCat金婵猫多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41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姿萱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43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水光玉肌靓颜皙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5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 芦荟鲜活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5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润芙肌活时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60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蒂奥琦 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盛元暧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盛元暧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盛元暧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雪漾净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76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雪漾净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2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 畅润修护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5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舒润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7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水光玉肌靓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8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雪漾净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2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雪漾净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6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水光玉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惑时光肌源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1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晶莹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水光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晶莹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1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晶莹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2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柔皙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2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研缘靓肤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31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惜娇美妍柔润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3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 娇俏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35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黄金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3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美诗多肽贵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3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美诗多肽焕颜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4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4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黄金玉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4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养堂 天烛 花妆村滋养套 兰质滋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48
广州市兰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惜娇美妍雪漾柔皙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4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雪漾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雪漾水凝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养堂 天烛 花妆村滋养套 兰质滋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4
广州市兰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惜娇美妍清透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 养水修护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美诗植物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臻韵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59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红石榴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6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7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红石榴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7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7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润蜜修护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09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 舒畅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01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 舒养清新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02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臻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04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 深海鱼油婴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06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淑·语·琳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淑·语·琳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芙丽熙--清肌雪颜套组--清肌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当家血清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7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柔皙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清透净颜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活力畅享养护套-活力畅享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 嫩肤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3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eNa复活草龙血莹亮眼部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38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osmu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40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玫瑰冰爽修护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43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润滑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47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诗妍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5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雪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57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诗妍希莹润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5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6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欧臻颜润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0
广州美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ne Dance  V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IALLPHI 富勒烯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179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ALLPHI 富勒烯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0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臻致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19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倾城水润嫩颜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2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芳天下臻润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26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密素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27 广州植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博堂面如桃花修护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欧臻蜜菁纯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30
广州美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欧臻美莹亮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31
广州美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密悠莱冻龄滋润美肌五件套-冻龄滋
润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33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2PLATINUM婴儿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38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Tanubloom温护草本套-温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ubloom温护草本套-温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ubloom温护草本套-温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密悠莱冻龄滋润美肌五件套-冻龄滋
润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ubloom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ubloom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ubloom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美虞焕颜净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韩芳天下臻润娇媚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262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皙多肽润养修护生机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30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仴芈尚妮涂轻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仴芈尚妮涂轻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仴芈尚妮涂轻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皙多肽活颜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40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爆拆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4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爆拆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4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爆拆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4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蔻 活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50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密悠莱冻龄滋润美肌五件套-冻龄滋
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59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时代脸部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65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6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莹亮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69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水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397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韩芳天下臻润娇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18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维康太夫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21
广州小蚁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祺堂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欣然 竹罐套-温平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42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晴玻尿酸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4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富勒烯净化焕颜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4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深海凝胶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0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多肽贵妇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颜术  宝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3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保湿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保湿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保湿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伦花样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伦花样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伦花样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维康太夫强根健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61
广州小蚁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63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巢薰衣草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80 广州台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8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景红达华美滋·晶刚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8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华美滋·晶刚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8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华美滋·晶刚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8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植蜜源 弹润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91
广州植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巢玫瑰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494 广州台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逆颜焕颜粉+青春
密码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逆颜焕颜粉+青春
密码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逆颜焕颜粉+青春
密码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晴舒缓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20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芳天下舒畅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25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晴玻尿酸多效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45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芳天下焕能舒缓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49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KINE劲能活力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52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 痘肌净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53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芳天下舒缓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56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酷爽赋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酷爽赋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酷爽赋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枝青春焕原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73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ENJOYSE深海胶原舒纹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7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ENJOYSE深海胶原舒纹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7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ENJOYSE深海胶原舒纹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7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Hoosmu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8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传明酸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8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神经酰胺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89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持久定妆色乳（唇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百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59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0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妃娅娜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0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0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深层焕颜晶萃雪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1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才金国际滋养润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亚太女神修护紧致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修护紧致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修护紧致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才金国际珍珠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4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狮玉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5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靓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6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靓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6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赋活美肌多肽组合-美肌多肽靓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6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妆侧柏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68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ANGPINTANG古梵迪氨基酸祛油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69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科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76 广州泊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柠檬海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7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吴小雨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90 广州市吴小雨商贸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靓肤皙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698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Qii舒活调理套-舒活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0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多效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04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四季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0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四季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0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四季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0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致美盈亮瓷肌乳
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10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富勒烯眼部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14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雪薇 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15 广州金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泉润保湿套-泉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2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致美修护保湿乳
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27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美肤靓颜套-美肤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29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姬蔻 植物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32 广州十光贸易有限公司
玛诗妤醒活多肽焕颜套-玛诗妤多肽唤
醒原液+玛诗妤多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41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花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45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琦纤SHOW轻畅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47 广州佩琦贸易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肌底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5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植萃净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58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植萃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59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密集滋养柔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63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皙诺氨基酸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7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元 虾青素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78
广州元大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优理氏 紧致理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81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D益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82 广州禧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颜净植萃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794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水年华水润植萃活力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0 广州碧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致美盈亮润泽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3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蔻荔 皮肤修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蔻荔 皮肤修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蔻荔 皮肤修护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0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phrone 烟酰胺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0 广州联频科技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VERONNI海藻绿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4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泉润保湿套-泉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1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hrone 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28 广州联频科技有限公司

簇雅缕香亮颜透皙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36
广州陌尔陌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铸汉国际 美肤靓颜套-美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38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致美瓷肌活泉水
（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42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美宜清爽祛痘三件套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47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瓦浓蛋白精华柔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50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致美瓷肌细肤水
（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51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íFEI 兰姬·艾菲水凝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54 广州贝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B∧TISHI巴缇仕·平衡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59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爱 阿胶蛋清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62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美肤靓颜套-美肤靓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6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泉润保湿套-泉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6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莎美-美肌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67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瓦浓蛋白精华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74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木子倍感呵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8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奢宠唤醒青春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4890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豪魔颜美人--清肌雪颜套组--清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0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颜美人--清肌雪颜套组--清肌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1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B∧TISHI巴缇仕·植喜氧护头发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18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2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2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哚羲妍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2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后  肽元素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25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初媚植物菁萃痘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33 广州众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素婷美肌冻干粉+美肌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美肌冻干粉+美肌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美肌冻干粉+美肌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多肽肌透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4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姝俪焕颜美肌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46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时代眼部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52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R  玻尿酸密集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63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芭俏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素角质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茉莉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  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6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舒缓安肤套-肽能舒缓安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7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多肽冻干粉+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多肽冻干粉+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多肽冻干粉+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祛痘净妍套-肽能祛痘净妍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79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祛痘净妍套-肽能祛痘净妍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3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7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R  寡肽滋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89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牧颜萃黄金焕彩美肌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黄金焕彩美肌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黄金焕彩美肌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童颜多肽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499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修护舒缓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修护舒缓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洋甘菊修护舒缓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簇雅缕香熊果苷焕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4
广州陌尔陌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牧颜萃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林雅精油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13 广州水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OM·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1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OM·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1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OM·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1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奢宠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26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舒缓安肤套-肽能舒缓安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32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3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3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33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素角质修护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4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颜奢宠锁龄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45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素净透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49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颜堂金缕梅祛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54 广州博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门引力益母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5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益母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5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益母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5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悦烟酰胺透亮锁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6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牧颜萃芦荟修护清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芦荟修护清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芦荟修护清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仙人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6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花瓣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花瓣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玫瑰花瓣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TAN  DOL-9   白珍珠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DOL-9   白珍珠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DOL-9   白珍珠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艾姝俪亮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79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嫊羽芊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82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MEITAN  MD-130  木炭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MD-130  木炭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MD-130  木炭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珀雅姬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雅姬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雅姬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09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nud 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00
广州涵肤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姝俪烟酰胺提亮微囊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01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颜堂竹炭祛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02 广州博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E 80 SECS密罗木维他命滋养护发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11 广州亨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靓肌焕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16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靓肌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18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传奇透亮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23 广州名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虫草隔离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26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0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靓肌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2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80 SECS密罗木维他命营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3 广州亨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靓肌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4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清凉激爽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清凉激爽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清凉激爽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青春活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6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姝俪亮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8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牧颜萃薰衣草平衡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薰衣草平衡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薰衣草平衡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姝俪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1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红达深润赋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深润赋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深润赋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isto’t睛采亮眸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4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Misto’t珍萃焕能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6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戴妃山茶籽青春活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48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青春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52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媂未来新眸眼部修护套组-蜗牛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58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SIYUN思韵邂逅活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62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戴妃山茶籽青春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65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毛孔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酵母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酵母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酵母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壶花白桦树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半壶花白桦树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半壶花白桦树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7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皙诺水凝循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若瑞斯植萃优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可若瑞斯植萃优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可若瑞斯植萃优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1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蕾珂美水光透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04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洋倍护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08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D2紫花地丁屏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2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Misto’t睛采植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71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NbleFly多肽赋活紧致套-Q10紧致微脸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72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lefly多肽赋活紧致套-六胜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73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弹力莹润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76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摩·逆能量修护轻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79 广州广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诺水泉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茜香橙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1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瑞兰冰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5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ITAN DOL-10  黄金箔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DOL-10  黄金箔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ITAN DOL-10  黄金箔胶原眼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迪娜热植萃提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299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EUNIS  EXCLUSIVE SALON 
ESSENTIAL STRAIGHTENING CREAM  B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12.OTTO KEUNIS  EXCLUSIVE SALON 
ESSENTIAL STRAIGHTENING CREAM A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优姜萃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RECONSTRUCTIVE RENEWAL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DEFENSE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DEFENS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0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BARBER 
SALON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SERUM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REGENERATION PROTE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REGENERATION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HAIR 
THERAPY COLLAGEN KERAT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PRO COSMETICS FIBERCURE BARBER 
SALON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1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优艾萃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2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蓝雨 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 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 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彩 氨基酸补水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43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菲丝保湿柔亮霜（免洗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44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轻盈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46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修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沁美集 种植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奇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厷美水晶胶原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5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诗笛草本滚珠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6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之恋水光提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70 广州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梵琦水美人水肌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79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焕颜肽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80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保湿倍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85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USpace恩希雅水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9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3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舒缓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01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熹中堂艾香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1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哈里王妃 夏日冰爽清新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夏日冰爽清新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夏日冰爽清新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誉方园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轻盈舒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焕颜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焕颜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焕颜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方园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品尚灵芝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7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哈里王妃 芭提雅冰爽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芭提雅冰爽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芭提雅冰爽水感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发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7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源魅力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皙颜透润光感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透润光感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透润光感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5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彩 营养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74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调配溶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7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艾品尚植物酵素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80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皙颜补水滋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补水滋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补水滋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兰歆透皮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装-透皮
肽立体修护冻干粉+透皮肽立体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88
广州佰诗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恩络美皮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恩络美皮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恩络美皮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品秀晒后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49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轻透无暇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轻透无暇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轻透无暇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03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小分子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19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源魅力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ELREP无季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26 广州嘉时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瓷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3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汉丽堂香艾调理套盒-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3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缔爱生 馨香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41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木海果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42
广州市花木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嗨膜冰凌凌富勒烯安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4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嗨膜冰凌凌富勒烯安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4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嗨膜冰凌凌富勒烯安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4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颐香天舒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51
广州市雅昂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誉方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蜂蜜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6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紧致肌密弹力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67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源魅力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理氏 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4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宿山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86 广州海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道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88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亚肤康净颜清肤冻干粉+净颜清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90
广州亚肤康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御奢秀辣木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92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引XiYiN 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93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汉丽堂香艾调理套盒-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9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浪漫青春水光肌透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597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安姬朗姿臻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00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御奢秀诺丽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05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0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丝滑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丝滑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丝滑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1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水光肌透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1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玉颜如雪
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莱仕臻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4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凤仪蝶舞臻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6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瑞虎滋养修护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28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ceDia花青五谷修护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36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子俏臻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狮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纶茜舒柔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58 广州诺纶茜商贸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 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63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青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7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鲜柏黛酵素植物精萃丝滑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81 广州通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花鲜柏黛酵素植物精粹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87 广州通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季时代多肽蛋白抗衰粉+多肽蛋白抗衰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88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B.Y 美肌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690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舒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美芝 提拉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2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漺赋活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1
广州申笠方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时代蛋白溶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4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紧致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紧致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紧致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妮雅社滋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妮雅社滋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妮雅社滋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3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道植物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1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御美芝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魅力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似水芙蓉多效修护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7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理氏 神经酰胺深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78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时代丰盈多肽冻干粉+丰盈多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85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膜丽量子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88
广州创新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姿 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79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海藻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海藻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夕 海藻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0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香天温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08
广州市雅昂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美芝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13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18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健宝白藜芦醇提拉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26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玻尿酸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2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芝荟滋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3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健宝美颜宝白藜芦醇提拉紧致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31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植物多肽柔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3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世泰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35
世泰医养(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艳后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4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艳后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4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魅眸玉颜双享套组-魅眸艳后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4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千金倍润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48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晶透焕颜套盒-晶透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5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魅力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UOMEIYS佐美佑上晶透焕颜套盒-晶透
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55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子茵薰衣草·花瓣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63 广州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泰能量护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65
世泰医养(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姿瑜男士活力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75 广州仲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源魅力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VCK低聚糖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78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OVCK氨基酸保湿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80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神经酰胺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5889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UBLE BENEFIT帝必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0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薇小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09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子茵金盏花·花瓣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16 广州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漺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2
广州申笠方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冻龄壹号光甘草啶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光甘草啶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光甘草啶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莹亮美眸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35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肤梓炫净化平衡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47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FAIR芮菲轻透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54 广州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SSCH曼緹斯臻颜多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71
广州市美奇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植萃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植萃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植萃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即 备长炭净颜透亮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8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 备长炭净颜透亮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8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 备长炭净颜透亮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8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VCK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93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三源婴爱草本植物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草本植物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草本植物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59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冻龄壹号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加悦足部清香净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08 广州橞景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OVCK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1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新鲜一辈子-肌源赋活组合-柔情润养能
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3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咔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咔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咔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三色出水粉霜（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三色出水粉霜（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三色出水粉霜（NO.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OVCK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6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芊美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修絲棠植萃控油滋润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20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西尔维亚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卡露多效冻干粉套组-多效冻干粉+多
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卡露多效冻干粉套组-多效冻干粉+多
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卡露多效冻干粉套组-多效冻干粉+多
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萱绚色美发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5 广州黛悦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琪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活力
深层修护冻干粉+活力深层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琪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活力
深层修护冻干粉+活力深层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琪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活力
深层修护冻干粉+活力深层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37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森蓓柔滋养精油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48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尚魅源畅爽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畅爽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畅爽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璞 柔肌密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59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歌尼莎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7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舒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7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后璞 金缕梅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75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璞 眼部新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77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歌尼莎肩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7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肩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8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2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0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修絲棠植萃滋养洗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2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修絲棠植萃去屑柔顺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3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五千年美韵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美韵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美韵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金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金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金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0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舒畅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腿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腿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腿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魅源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草本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草本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草本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腰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5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尊红颜叶黄素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尊红颜叶黄素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尊红颜叶黄素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米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妍荟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活力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0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靓妍荟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1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靓妍荟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婉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妍荟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抗衰）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39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透润水凝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益养）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量子柔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0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妍果萃细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果萃细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果萃细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阳光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阳光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阳光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6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肌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肌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肌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姜艾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姜艾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姜艾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艾草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艾草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艾草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7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瑾娇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净畅舒活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畅活舒爽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2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铁皮石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曼丽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肩颈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2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3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3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3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畅爽舒净养护套-畅爽舒净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舒畅净护草本套-舒畅净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典美净屑发宝舒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51
广州市佳典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UE WEI冰肌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5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清护养源平衡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esik头皮舒缓养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62 广州唯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LS活性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6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妍荟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如玉玫瑰花瓣润肤滋养精华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80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净化） 粤G妆网备字2019086398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魅源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曼丽秀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秀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秀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头部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铁皮石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润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润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润养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蕉水润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蕉水润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蕉水润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精粹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精粹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精粹粉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腹部舒护草本套-腹部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玖道韵源草本养护套-韵源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清爽润肌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清爽润肌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男士清爽润肌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欣植萃养护套-舒欣植萃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肩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肩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千年肩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爱自己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GGRE本格 保湿补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36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活酵母水洗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4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42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ESD2富勒烯多效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44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45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米·石墨烯清肌米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50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补水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51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54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D2富勒烯多效补水透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55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富勒烯多效补水透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5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1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2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6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祺堂臀美养护御养套臀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臀美养护御养套臀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臀美养护御养套臀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体昇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净肤保湿套盒-私人
定制净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0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玉韵清净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蚁姿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美韵草本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滋养套盒- 陶丝滋
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0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祺堂胸部养护御养套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胸部养护御养套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胸部养护御养套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ISCARDY 烟酰胺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6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蚁姿草本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祺堂舒淋通畅御养套舒淋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舒淋通畅御养套舒淋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舒淋通畅御养套舒淋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吻序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3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序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3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序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3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序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3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新生肽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39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歌绚滋养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滋养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绚滋养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褐藻抗氧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47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VIEVDIED薇第男士焕活护肤三件套-焕
活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57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爱予·惊喜肌因修护冻干粉+肌因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58 广州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白米嫩肤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滋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滋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蜗牛滋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净化清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悦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6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罗威妮倾城之恋即时喷涂面膜 芍药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8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诗宝胡萝卜素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83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莹润亮肤滋润蜗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8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百川健康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开元潘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59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芝碎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6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妮丝  清爽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7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开元潘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C 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09
广州市白云区隆腾精细化妆
品厂

开元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 多效保湿舒缓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1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肌美瑾水润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33 广州游西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栩欧植萃清痘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43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翊悦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5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阔视美眼部修护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5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黑金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5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MEEZLAN美植兰去黑头收缩毛孔套装-黑
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92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妍荟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臀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臀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臀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阔视美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2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锐婷樱花美肌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24 广州润之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 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 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 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芦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芦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芦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4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人驾到玫瑰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0
广州夫人驾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芙妮痘肌修护寡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4
广州市乐投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艾瑞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瑞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瑞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薰衣草赋活能量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56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菠萝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菠萝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菠萝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美时光尊美修护调理套-尊美修护调
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69
广州赢创健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口红小样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口红小样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炫彩口红小样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
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
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
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MEKINE美姿媛香氛美肌幼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4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7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草莓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草莓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热带气息系列草莓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客宝贝 婴幼儿洗发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2 广州薇美姿实业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EZLAN美植兰去黑头收缩毛孔套装-竹
炭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798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EZLAN美植兰去黑头收缩毛孔套装-毛
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00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侬媛头部御养修护套头部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01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X·C 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04
广州市白云区隆腾精细化妆
品厂

VIEVDIED薇第男士焕活护肤三件套-焕
活护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05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VJD倾慕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倾慕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倾慕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BEIZ悦贝姿慕斯绒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23 广州尚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红颜悦己修容礼盒气垫修容粉凝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3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美目随心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3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ARDIN DE REEFUR 樱花莹透水光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44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美目随心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4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婴康山茶BB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54 广州花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花肌美萃赋活多肽滋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67 广州辰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HUAYANRUN柔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8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肌美萃赋活多肽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6896 广州辰曦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侬媛头部御养修护套草本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35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LaPa matcha green tea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matcha green tea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matcha green tea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rose lip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rose lip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rose lip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帝美水宝宝补水喷雾（免洗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50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HYDRATING & REFRESHING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5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Intensive Repair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5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HYDRATING & REFRE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5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Sulfate free HYDRATING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6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HYDRATING & REFRESH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6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 GOLD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7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 GOLD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7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 GOLD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7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LACK CAVIAR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LACK CAVIAR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LACK CAVIAR ROYAL BROW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婴儿珍凝亮透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凝亮透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凝亮透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皙颜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8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爱自己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69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丽蓉嫣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0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1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oe补水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16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臻美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18 广州诺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婴儿珍凝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4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凝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4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凝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4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ANTE慕兰婷素养冰肌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50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红颜悦己修容礼盒温和净透卸妆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6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透无瑕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透无瑕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透无瑕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70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LSYS夜间修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03
广州发祥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妧斐 美容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16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媛堂 头维清凉套 头维清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18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2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时尚教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时尚教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时尚教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TECIE云雾丝绒唇釉02霞隐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42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奈儿轻盈柔滑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4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TECIE云雾丝绒唇釉04茜染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45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妈妈良品孕妇滋养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46
广州树懒熊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MONTECIE云雾丝绒唇釉05红鸢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47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美目随心眉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5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ONTECIE云雾丝绒唇釉01胭脂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61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MONTECIE云雾丝绒唇釉03朱砂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64 广州丹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丝柔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媛堂 头维清凉套 头维赋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84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慢源 舒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199 广州宠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w PHASE纽梵姿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00 广州民百贸易有限公司
艾媛堂 头维清凉套 头维清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08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韵美清润套 韵美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10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韵美清润套 韵美清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11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韵美清润套 韵美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15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腰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1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第金桂花鲜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17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艾媛堂 基础生元赋能套 基础生元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26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基础生元赋能套 基础生元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31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基础生元赋能套 基础顺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32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34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莱丽水润光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35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WOMEN'S COLOR名媛立体雾感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36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湄涵润养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湄涵润养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湄涵润养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藏红花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藏红花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藏红花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泡姜鲜萃修护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0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泡姜鲜萃修护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0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泡姜鲜萃修护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0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媛堂 林上清润套 林上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1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林上清润套 林上清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2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林上清润套 林上清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3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舒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4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舒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5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御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6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VIGERS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颜毛孔收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颜毛孔收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颜毛孔收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吻不脱妆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吻不脱妆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吻不脱妆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DIZHI美迪智 女神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62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樱花水感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6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慢源 玫瑰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72 广州宠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倾颜CC弹弹棒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74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C倾颜CC弹弹棒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78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婴儿肌紧实凝润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紧实凝润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紧实凝润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水漾倾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水漾倾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水漾倾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深沁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深沁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深沁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花韵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29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活力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01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美肌提亮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1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护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1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护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1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护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1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畅味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1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精彩美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0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言素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2
广州市乐芙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杏林古方 聚能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月宫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颜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6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遇见季 安瓶神经酰胺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见季 安瓶维生素精华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见季 烟酰胺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2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见季 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3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儿珍皙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皙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皙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MANA富勒烯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富
勒烯多肽焕颜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富勒烯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富
勒烯多肽焕颜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富勒烯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富
勒烯多肽焕颜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3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V SHOU炫彩星光轻盈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0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雪源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16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尔密集修护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19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农泉  植物胚胎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32
广州新征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白草 VCVE靓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35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芝秘 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45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麦木子活肤动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4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灵谧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50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幼滑补水玻尿酸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5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幼滑补水玻尿酸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5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幼滑补水玻尿酸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5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全息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6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开郁菁华套 灵动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6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7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慢源 当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76 广州宠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悦植萃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7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妙多姿紧致凝眸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483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萱肌美目净化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阔视美眼部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7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阔视美眼部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7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绽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绽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绽放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花韵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花韵菁华套 花韵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花韵菁华套 花韵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活力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6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活力菁华套 活力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7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活力菁华套 活力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8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漾大马士革玫瑰花卉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91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杏林古方 畅味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9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畅味菁华套 畅味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9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畅味菁华套 畅味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9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聚能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59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聚能菁华套 聚能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00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聚能菁华套 聚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01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水润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0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杏林古方 月宫菁华套 月宫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0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月宫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07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月宫菁华套 月宫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20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雪源菁华套 雪源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2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27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雪源菁华套 雪源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2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雪源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2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栩欧雪肌莹透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30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灵谧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31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栩欧植萃清痘修护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34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灵谧菁华套 灵谧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3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灵谧菁华套 灵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3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全息菁华套 全息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4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全息菁华套 全息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46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全息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60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开郁菁华套 活能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61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开郁菁华套 开郁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6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林古方 开郁菁华套 开郁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6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觉荷荷巴柔亮嫩发水光霜（免
洗）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7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老公凝水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老公凝水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老公凝水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时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8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  植萃清爽补水青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8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萱肌明媚紧致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老公凝水微晶胶原紧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老公凝水微晶胶原紧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老公凝水微晶胶原紧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明媚紧致修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明媚紧致修护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明媚紧致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6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mile多肽焕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0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mile 多肽焕彩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2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OMEIYS佐美佑上晶透焕颜套盒-晶透
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23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澜柏晶透焕颜套盒-晶透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2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净透套盒- 陶丝净
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43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60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60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60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疆域谷草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69
广州疆域谷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藏红花水嫩皙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藏红花水嫩皙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藏红花水嫩皙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御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2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3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和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4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元润舒顺套 元润和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6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花之盆清和套 花之盆清和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7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莉佳人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8
广州美莉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媛堂 花之盆清和套 花之盆赋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79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花之盆清和套 花之盆清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1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媛堂 花之盆清和套 花之盆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2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芙蓉花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芙蓉花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芙蓉花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芙蓉花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8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依曼 颈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颈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依曼 颈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7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植素墨藻透亮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05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玫瑰水光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0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姿色垂顺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垂顺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垂顺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绚泽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绚泽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绚泽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强韧顺滑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强韧顺滑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强韧顺滑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之家 量子丝滑柔顺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29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一刮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2
广州美赢天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婴儿珍莹皙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莹皙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儿珍莹皙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OMEN'S COLOR名媛风情柔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47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胎盘素美颜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1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姿色润顺养护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润顺养护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润顺养护香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LOCA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5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芬乳化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68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姿态 控油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73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74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玴轻美乐盈动密码套-轻美乐按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77 广州海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芝雪妍臻安静润萃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92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薇薄荷舒缓净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93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方水 水漾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87897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栩欧草本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08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栩欧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10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栩欧深层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12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CANTANROSE参天玫瑰一滴透亮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13 广州参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A PERFECT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14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梵洛泉 玻尿酸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17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栩欧表层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23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AOYC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0
广州悦逅时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 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之养乳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乳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乳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C 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5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 玻尿酸温和水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6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补水透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补水透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补水透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绿茶净颜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7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酵素奢柔嫩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7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17穗鳄鱼油致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8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乐涵永康草本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89
乐涵国际商贸（广州）有限
公司

一枝春绿碧玺海藻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绿碧玺海藻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绿碧玺海藻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轻柔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93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乐涵永康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7995
乐涵国际商贸（广州）有限
公司

一枝春黄金烟酰胺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烟酰胺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烟酰胺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天生立质双色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天生立质双色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天生立质双色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足部按摩磨砂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足部按摩磨砂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足部按摩磨砂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IEMAN歌微曼明眸持久眼线液笔02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2
广州市歌微曼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柠檬润亮细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柠檬润亮细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柠檬润亮细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植素洋甘菊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22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见· 简柚水漾冰肌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2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色大师琉璃御容浆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41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予·惊喜蛋白活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56 广州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HYDRATING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樱花水嫩娇颜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樱花水嫩娇颜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樱花水嫩娇颜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薄荷水盈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薄荷水盈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薄荷水盈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Jojoba oil with mint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PERFECT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7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ANTI-HAIR LOSS 
SYSTEM THICKEN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hair styling 
system PLIABLE FIB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HYDRATING PEPPERMINT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hair styling 
system DEFINING 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hair styling 
system MATT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ANTI-HAIR LOSS 
SYSTEM THICKEN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8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Hydrating+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skin 
care system Sport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hair styling 
system professional styl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ECHS Keratin 0+ Renewal 
Keratin Smooth Thermal Protecto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hair styling 
system FINEST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Peppermint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TTO KAUNIS MASC. organic hair 
care system Moistu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08809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纯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0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纯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0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纯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0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芦荟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07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水光修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1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水光修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1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水光修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1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赋活肌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3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八杯水保湿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八杯水保湿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八杯水保湿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水嫩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水嫩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水嫩卸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柔色魅惑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柔色魅惑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柔色魅惑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水润保湿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水润保湿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蜗牛水润保湿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梨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梨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香梨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爽滋润懒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水光玉肌靓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3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细玫瑰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细玫瑰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细玫瑰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高保湿补水套-高保湿补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4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洗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洗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洗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净颜祛痘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净颜祛痘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净颜祛痘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高保湿补水套-高保湿补水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4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高保湿补水套-高保湿补水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54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梵冰爽靓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5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鱼子酱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60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鱼子酱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69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高抑油防水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7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高抑油防水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7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高抑油防水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7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F时代盈润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197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荟嫩红赋活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0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美诗多肽养肤弹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1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嫩红赋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3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语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4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靓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4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4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金箔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4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54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译丝上品生姜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55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SSCH曼緹斯臻颜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61
广州市美奇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首乌柔顺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6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LA PERFECT赋活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65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男士洁面膏（氨基酸保
湿）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6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希莱雅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7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营养润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74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 PERFECT紧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79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LA PERFECT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1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LA PERFECT玻尿酸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2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LA PERFECT菁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4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润透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男士洁面膏（水能润泽 
双效洁面）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嫩红赋活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29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营养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17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尚娜美肌VC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32 广州华丽日用品有限公司
ZNG 多效养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38 广东此客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尚凝多肽凝时紧致眼部组合-多肽紧致
塑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40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尚凝多肽凝时紧致眼部组合-多肽眼部
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41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尚凝多肽凝时紧致眼部组合-多肽修护
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44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焕颜水润套-焕颜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4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水光轻盈隔离
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50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焕颜水润套-焕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5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IOISIS多效保湿美肤套-多效保湿净颜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5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焕颜水润套-焕颜水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5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焕颜水润套-焕颜水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IOISIS多效保湿美肤套-多效保湿平衡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IOISIS多效保湿美肤套-多效保湿润肤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IOISIS多效保湿美肤套-多效保湿亮肤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淘米汤平衡控油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平衡控油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平衡控油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6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自然修容蜜粉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71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草本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7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清颜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79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E磨砂封层顶油（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8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薄雾柔纱蜜粉 01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8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88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阿思蔻玻尿酸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9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清颜祛痘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396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裕卡奈尔暖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暖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暖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密码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密码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密码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腰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腰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腰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背部肌肤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背部肌肤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背部肌肤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莹润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莹润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莹润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胸部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胸部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胸部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裕卡奈尔肩颈肌肤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肩颈肌肤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肩颈肌肤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头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头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裕卡奈尔头部肌肤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ENTURY 新生态花萃活能臻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31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清颜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32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秀堂海洋保湿补氧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3 广州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美肌组合双色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美肌组合双色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美肌组合双色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玉带草本紧致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6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纤女子 雅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6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雪莲女子 娇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7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禡玳 莹透无瑕精华素（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8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紧实滋养精华素（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8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优傢尚品玻尿酸懒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88
广州优家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非仙植物胸部娇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93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复美科技滋养调理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滋养调理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滋养调理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4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睿妍青春定格粉+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02
广州膜王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YZS明彩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30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鸟金枝 寡肽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46
广州绿知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玉芙蓉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5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YEJAREN蚕韵舒缓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5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健肤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健肤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健肤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6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abos奥勃施燕麦营养柔嫩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82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bos奥勃施樱花水养莹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87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冰晶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591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水润微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2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蜂皇蜜润亮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2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迷蜂皇蜜润水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2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奈瑞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瑞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瑞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陵兰龙胆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33 广州市德陵兰贸易有限公司

康健九龙堂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健九龙堂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健九龙堂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冰爽修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48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more灵芝玉蓉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灵芝玉蓉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灵芝玉蓉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GELI 玻尿酸补水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63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芬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美科技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水光润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水光润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水光润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8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蜜紫草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88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6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美科技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紧实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NMNA胶原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12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靖妍焕颜逆龄套- 焕颜逆龄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陈锦济叶黄素清润护理组合-叶黄素清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26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签约女皇多肽植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多肽植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多肽植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ZAGENE植语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32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利维肤姝颜修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姝颜修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姝颜修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 焕颜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3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箔妃出水芙蓉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46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雪箔妃黄金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48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醒肤能量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5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醒肤能量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5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醒肤能量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5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OSYMVN修诗曼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54 广州碧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AGENE植育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65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高保湿补水套-高保湿补水素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6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清丝精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精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精油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清爽莹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清爽莹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清爽莹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维肤致臻紧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致臻紧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致臻紧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酵母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8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酵母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8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贞酵母蛋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酵母蛋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酵母蛋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2号-MD时光透氧亮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79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R智慧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03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FER智慧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03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利维肤奢润靓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奢润靓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奢润靓肤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娇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JIGAO极膏 草本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17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雅水光密集微精华素（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19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宸国际多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29
美宸（广州）干细胞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

纤纤飘香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30
广州市雅顿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2号-MD时光胶原蛋白
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4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2号-MD时光胶原滋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4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2号-MD时光透氧亮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4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美肤套2号-MD时光透氧亮肤
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4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美纤姿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5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8蜜糖
棕]封层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7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ONMNA胶原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79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JIGAO极膏 淡纹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893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ESHOW卓秀舒颜柔肤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01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美焕颜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03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保湿胶汁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06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薇 红石榴粉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09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陈锦济叶黄素清润护理组合-叶黄素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11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dshow寡肽保湿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14 广州海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3蓝莓冰沙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陈锦济叶黄素清润护理组合-叶黄素清
润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2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6假日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5暮光森林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陈锦济叶黄素清润护理组合-桃花滋养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5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4橄榄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2火山泥蓝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7橘子焦糖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陈锦济叶黄素清润护理组合-桃花按摩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29
广州陈锦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巧克力水光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32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茶树水光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3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黄金水光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3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樱花水光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3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之家量子植萃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44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之家量子植萃香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45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美诗多肽焕颜养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4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薄荷焕肤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4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玫瑰萃取温变口红03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5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尚娜雪绒花润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61 广州华丽日用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感修容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感修容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水感修容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柔顺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柔顺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植物香氛柔顺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D01女王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1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D02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2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D03南瓜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3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D04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4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D05土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5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DAYFESY 黛芙希倾慕星空口红 666人鱼
姬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6 广州黛芙希商贸有限公司

花栢姿胸部养护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8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颈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8999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0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花栢姿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HNBUTY亲水俪颜微晶透皙净颜赋活套
装-烟酰胺透皙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17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1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花栢姿肩颈舒缓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2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微脸青春液、悦来悦好 微脸
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之家量子丝滑柔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5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抹幽兰蜜语浓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抹幽兰蜜语浓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抹幽兰蜜语浓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芸·养 甘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39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润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润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润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颜
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49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2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欣草本舒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5 古欣（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Loscci 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尚水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颜
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62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升艾堂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面部瑜伽玉颜套仙人掌多效修护蚕
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6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顿良视修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6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Loscci 植萃浪漫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7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微脸塑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8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植萃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82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娅思黛雅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8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栢姿舒活养护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水润美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090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NKCY 梵希茜轻薄无暇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32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升艾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ENTURY 新生态花萃莹亮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40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升艾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4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升艾堂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4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莹润补湿菁萃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4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K'AYANYA卡妍雅积雪草嫩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60
广州卡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NBUTY亲水俪颜微晶透皙净颜赋活套
装-微晶透皙赋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75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多肽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多肽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多肽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美芙去角质凝露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9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晞积雪草奢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91 广州凝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CHARMER活性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96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薇至臻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199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孜酷孜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孜酷孜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孜酷孜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博薇至臻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5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白色浪漫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白色浪漫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白色浪漫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UNNY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0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17SO四季花龄桑拿海泥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11
广州华邦传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莱美晶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19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美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3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37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沁美 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3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美 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4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 焕发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50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发姿然芦荟清新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发姿然芦荟清新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发姿然芦荟清新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5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美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5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丝朗植物精油滋润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植物精油滋润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丝朗植物精油滋润柔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6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璐雅水光密集微精华素（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71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绿茶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295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鱼子酱御时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0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靓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1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4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美肌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47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雪漾水凝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5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净颜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5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米汤去屑柔顺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6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去屑柔顺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6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去屑柔顺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6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尚草本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67 广州百草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箔妃玫瑰花瓣亮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76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韩缪净化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净化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净化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淘米汤强根健发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强根健发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强根健发植物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香尔美氨基酸迷迭香甜橙花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86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养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软肤诱黑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软肤诱黑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软肤诱黑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润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8939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颜
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03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爽妃雅恒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05 广州瑞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 ZUOMEIYS净颜多肽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11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1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1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1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源至柔水能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1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源至柔水能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31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肽小肽瓶小肽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35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水润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3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格斯慕雅焕颜深层修护眼部套装-活力
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54
广州市御兰汀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郑远元牛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牛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牛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DLS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 亮颜冻干粉+吉米 亮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亮颜冻干粉+吉米 亮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亮颜冻干粉+吉米 亮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赋能焕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 净颜冻干粉+吉米 净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净颜冻干粉+吉米 净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净颜冻干粉+吉米 净颜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双倍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双倍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双倍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ANTE慕兰婷玻尿酸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0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 安肤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安肤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安肤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1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6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蔻水氧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8
广州市芬香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XDAIR MATTE LIQUID LIPSTICK 
Glitter&Glow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79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月奇迹富勒烯矿物质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81
广州玖玖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 净颜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84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净颜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84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 净颜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84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肽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肽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肽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VTONA极润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1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净颜细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净颜细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净颜细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4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0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碟美蔻寡肽舒缓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舒缓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寡肽舒缓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多效温和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28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匠传小仙女润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32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膜匠传补水保湿紧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36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非仙植物胸部娇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39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雪箔妃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40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膜匠传小仙女弹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44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靓肤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4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YG接吻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48 广州源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无痕遮瑕膏#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52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千花蕊清爽水光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54
广州百川医药生物科技开发
有限公司



RoseBird玫瑰鸟玫瑰娇姿细腻眼影盘 
沙漠玫瑰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5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lem格凌兰多效隔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66 广州格凌兰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露娜玻尿酸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69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ace& stella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race& stella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race& stella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race& stell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race& stell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grace& stell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觅欧集富勒烯雪肌水凝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597 广州初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美
圣草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0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彩兰姬持久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04 广州黛悦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雪丽富勒烯透亮水凝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06 广州初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澳洲坚
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0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冰川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09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玻尿酸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17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慕娇澜玻尿酸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2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蔓时光神经酰胺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4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DR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0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芳草原 皇家香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炫彩盈润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炫彩盈润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炫彩盈润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麦如雪石墨烯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戈美诗玻尿酸安瓶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62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15#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6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19#璀璨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6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芳草原 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6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库拉索芦荟水活弹润嫩滑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7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水光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水光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水光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烟酰胺原液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烟酰胺原液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烟酰胺原液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多肽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多肽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多肽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丽方姿焕颜丝滑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7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诺樱花嫩肤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樱花嫩肤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诺樱花嫩肤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方姿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97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森亮银酷派强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98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芳草原 玛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8969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璇C 补水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森科蓝激强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1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彦池晶透润颜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2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红参精华滴管粉底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悦巧堂透明质酸钠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露娜玻尿酸水漾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06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22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红参精华滴管粉底液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蓝色之恋口红021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九颜世家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7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勁霸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勁霸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勁霸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KASANN欧卡尚臻享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2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润肤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0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润肤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0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2香氛润肤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0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KASANN欧卡尚臻润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补水滋养顺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4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补水滋养顺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4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补水滋养顺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34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钻石之吻童颜系列套装童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41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伯瑞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嘉伯瑞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嘉伯瑞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钻石之吻童颜系列套装童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53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圈蜜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IEMAN歌微曼三角自动眉笔3#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4
广州市歌微曼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凯茜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凯茜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凯茜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欧特美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欧特美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欧特美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DR水嫩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6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慕反引力系列大吉岭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反引力系列大吉岭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反引力系列大吉岭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DR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79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莱顿清颜修护祛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1
广州东创利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国KRIBB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水漾高保湿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78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之颂白芨植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08 广州芷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焕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1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克莱顿清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2
广州东创利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焕颜清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焕颜亮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ea Covenant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ovenant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ovenant邂逅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2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ovenant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3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ovenant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3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ovenant臻致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3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尔弹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40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哑光口红-枫叶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44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润光口红-珊瑚红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46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润光口红-阳光橘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48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润光口红-豆沙红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2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哑光口红-樱桃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4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TuLaLa烈艳金钻哑光口红-正官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5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奕香卡瓦利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卡瓦利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卡瓦利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滢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妮泉烟酰胺精华雪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59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玉贵娇 驻颜舒缓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舒缓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舒缓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眉型大师三色眉粉  01 咖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6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炫芬安肌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67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了 沐浴夏光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70 广州知了文化创意有限公司
朵元秀DUOYUANXIU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
肽元素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72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焕彩美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8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眉型大师三色眉粉 02 黑棕系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92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薇雨佳颜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89896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之家量子植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07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PPY ANGEL HAI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0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25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1芭莎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29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印之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之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之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奢养细嫩香氛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奢养细嫩香氛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奢养细嫩香氛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妮氨基酸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2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49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雅诗琳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5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迪智水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70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3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76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黛嘉美绝色丝绒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8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绝色丝绒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8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绝色丝绒柔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8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4迪奥
999

粤G妆网备字201908999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BOOSU持色丝逸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0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奇丝 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05 广州权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5维多利
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11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古生代xixis美肌沐浴露套组-美肌紧致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15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星空璀璨水润丝滑唇膏06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17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婵姿 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18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生代xixis美肌沐浴露套组-美肌紧致
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20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兰妮控油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28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特西深润补水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31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兰妮深层修复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34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ULALA樱桃红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40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全面美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面美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面美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酷 轻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53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佩茹赋活倍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64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之韵Xisoso紧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88
广州合森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浪漫青春无痕遮瑕膏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89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BOLAIYI柏莱伊 魅眼酷黑持久眼线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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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G妆网备字201909009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黛丝蔓 心动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097 广州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摩嗳思流畅易画硬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01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UEANDGRACE奢华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03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扶仁堂青春女神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04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OISEKANO澳诗科诺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07 广州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精粹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09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色娜娜 净透柔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净透柔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净透柔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玫瑰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玫瑰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玫瑰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BP 熊果苷提亮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 熊果苷提亮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 熊果苷提亮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玑秀粉嫩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水漾滋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3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美肌肽焕颜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39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妃堂 焕颜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0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OLOUR CENTURY新生态花萃活能锁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2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onsManor 冻龄小罐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8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49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66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泊蒂尼温泉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7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花瓣水晶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花瓣水晶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花瓣水晶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姿精粹自然蜂王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宾姿精粹自然蜂王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宾姿精粹自然蜂王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奢润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奢润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维肤奢润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泊诗六胜肽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9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泊诗六胜肽水润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9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特森 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97
道森（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BeliDay水润充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198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ISEKANO澳诗科诺胶原蛋白氧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3 广州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薏仁水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薏仁水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薏仁水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J洺爵 活能多效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16 广州泓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 贵妇膏粉嫩沁润贵妇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贵妇膏粉嫩沁润贵妇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贵妇膏粉嫩沁润贵妇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第男士清爽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25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牛油果幼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牛油果幼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牛油果幼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IXINI水皙妮鲟鱼子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35 广州和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洁面慕斯（北美金缕梅
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3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多肽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2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玖月奇迹富勒烯臻奢水凝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5
广州玖玖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海洋水动力深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海洋水动力深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海洋水动力深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锁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锁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锁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月奇迹富勒烯臻奢亮肤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0
广州玖玖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露泉玻尿酸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月奇迹富勒烯臻奢紧致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3
广州玖玖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立堂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佐立堂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佐立堂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MU合肽如意套-丝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5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玫瑰花水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玫瑰花水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玫瑰花水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K-ML鱼籽胶原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1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百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百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百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汉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汉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汉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74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8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水漾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8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8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郦萱清莹剔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9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清莹剔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9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清莹剔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29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黄金胜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晞积雪草奢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07 广州凝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YEJAREN酵素冰肌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11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氨基酸深彻活氧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氨基酸深彻活氧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氨基酸深彻活氧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氨基酸温和卸妆洁面刷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39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6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若语紫质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7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靓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7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金箔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8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39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Triysoawur宠爱小屋烟酰胺透亮水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4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石斛黄精精华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修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riysoawur宠爱小屋玻尿酸倍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2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美黛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美黛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1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诗汀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23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祛痘精华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25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2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仙人掌精华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3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桃花润透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37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蜂胶酵素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3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沃泰尔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强之美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45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5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丝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6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之谜奢养四件套（试用装）鳄鱼油净
颜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6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柔嫩收细精华素（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6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TAIDU净透赋活多效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67 广州太渡科技实业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银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奇妆丽果水光肌精华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80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富勒烯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富勒烯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嫫丽苑多肽能量富勒烯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94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润清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4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丽果奇妆植萃美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5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诗琳氨基酸祛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诗琳氨基酸祛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诗琳氨基酸祛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0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海植素 洋甘菊舒缓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16 广州海植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YAZIMIQI雅姿蜜琪黄金胶原蛋白焕颜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19
广州雅姿蜜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北作 蒲公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2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笙歌 玻尿酸保湿柔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 玻尿酸保湿柔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 玻尿酸保湿柔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生机莹润滋养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43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根源堂健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49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何首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5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自然承诺舒缓水润套-舒缓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9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清透水润套-清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5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爱·默研  水漾清颜补水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0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欧
洲越桔果毛孔改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0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烟酰胺浓缩精华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04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欧
洲越桔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0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柔植萃多效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12 广州市渤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唤溶焕新逆龄套- 焕新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1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U合肽如意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1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灵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THOME莲碧泉温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29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壹之春草本醒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38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天地伊恋水润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4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红石榴焕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梳康丹参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47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润嫩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润嫩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润嫩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晞积雪草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1 广州凝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2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柔皙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妆丽果水光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8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5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PoJane朴晶舒活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76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PoJane朴晶尊宠御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82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PoJane朴晶魅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83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PoJane朴晶多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85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H+T肌肤如雪水动力女神套 烟酰胺水嫩
亮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9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6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恩雅灵芝焕颜水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08 广州一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默研  虫草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1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EQIUE洋甘菊缓肤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18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欧
洲越桔果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4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草之泪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草之泪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草之泪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如素素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53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丽莱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5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丽莱补水提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57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富勒烯晶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58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KEITH BROWN控油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控油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控油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菌菇焕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6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补水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牛初乳水柔亮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牛初乳水柔亮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牛初乳水柔亮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胜美清润能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8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亮泽补水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亮泽补水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亮泽补水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水润美颜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92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79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水润美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5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悦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悦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悦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玫瑰原液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8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肌底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0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薇雨佳颜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1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岚鸽草本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R3975孔雀蓝）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海洋诗韵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六胜肽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透明封层顶油（光亮）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115浅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4226深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1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若语靓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姿容花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容花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容花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R3986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3999微闪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若语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2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073浅驼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153肉桂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采萃红石榴白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萃红石榴白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萃红石榴白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3881浅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本草懿经凝时塑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本草懿经凝时塑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本草懿经凝时塑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金箔植因液+AP·SCF美
肌丝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063浅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4281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仙蒂奈儿保湿隔离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保湿隔离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保湿隔离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220粉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婕晞积雪草奢养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49 广州凝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R4002深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3991粉奶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230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228微闪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113灰卡其）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百觅樱花莹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觅樱花莹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觅樱花莹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微肽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7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安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8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4248晶莹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5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3994偏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6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柠檬亮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柠檬亮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柠檬亮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眼部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金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眼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语颈部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7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美肌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8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蛋白金纯套组-
AP·SCF美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悦己轻薄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84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悦己轻薄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86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草佰露牛奶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89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9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肥圆圆麦卢卡蜂蜜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97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亲肤靓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898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多肽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0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微肽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1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安肌舒缓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2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安肌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4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添美媄颜雪肤套-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美眸平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0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舒润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富勒烯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三维体验套组-
AP·SCF美肌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 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1气质黑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28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妃莱美保湿水漾嫩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保湿水漾嫩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保湿水漾嫩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4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仁堂腰部草本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51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兜美人羽漾花容纤顺眉笔：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54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兜美人羽漾花容纤顺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57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鉴堂净源舒通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苹果赋活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苹果赋活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苹果赋活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碧晨盈透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6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扶仁堂头部舒缓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68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ZUANZI钻姿首乌头皮青春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70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水漾清新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7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小菲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羞瑟水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1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丝蔓 专宠遮瑕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2 广州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缓肤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5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幻爱情海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6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美百氏 净透保湿精华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净透保湿精华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净透保湿精华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7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幻诺曼底牛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88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CARLOTTA奕香真我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真我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真我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花漾甜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花漾甜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花漾甜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淇青瓜盈润嫩亮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3
广州市雅贝奇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CARLOTTA 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 奕香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舒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舒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舒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099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  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  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斯莉思  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草本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草本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草本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5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馜 浮光系列香水舞幻精灵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06 广州丽芮礼品科技有限公司
悦馜 浮光系列香水恋恋香草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11 广州丽芮礼品科技有限公司

扶仁堂风韵舒畅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13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ORIGINAL微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GINAL微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GINAL微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等你爱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等你爱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等你爱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薄丝滑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薄丝滑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薄丝滑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慵懒周末流沙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慵懒周末流沙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慵懒周末流沙金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仁堂腿部舒缓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36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MOLANTE补水修护原浆面膜（升级Ⅲ
代）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42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靓彩多肽眼部组合-靓彩多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HDBD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50 广州卓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aNae黛曼尼黑天鹅魅黑长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5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梦幻日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68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YSE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74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ngatar滋润型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79 广州婷茵汇贸易有限公司
VJD拜金主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拜金主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拜金主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金缕梅清痘套盒-北美金
缕梅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8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VJD璀璨极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璀璨极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JD璀璨极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丹源植物精华套-植物萃取精华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1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K-ML鱼籽胶原水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14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ANGE专业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1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胶原新肌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胶原新肌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胶原新肌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丹源植物精华套-植物萃取精华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郦萱天然植物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天然植物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天然植物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水漾滋养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朵丽卡净颜焕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7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水漾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2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郦萱鳕鱼胶原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鳕鱼胶原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鳕鱼胶原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水漾滋养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光丹源植物精华套-植物萃取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3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水漾滋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4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菲之冉小羊奶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4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4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羊奶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4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郦萱莹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莹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莹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5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馨安娜补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55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5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6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靓丽星轻薄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67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茜莹润无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7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字号大姜净爽去屑双剂型洗发搭档-2
剂生姜净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75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DaMaNae黛曼尼黄金麦芽亮颜无暇蘑菇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76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乳字号大姜净爽去屑双剂型洗发搭档-1
剂头皮净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78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MU合肽天鹅绒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8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扶仁堂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189
广州草本世家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法尔芬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02
广州翡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DBD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03 广州卓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16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清透水感润肤套-清透水感润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1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莉嘉芬鎏泉水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21 广州宇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DORIA 巴戟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2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多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28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焕颜防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3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草莓粉嫩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草莓粉嫩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草莓粉嫩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佰芙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VrVr赋活润透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焕颜防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赋活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轻透修颜光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4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玛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5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肤水凝裸妆气垫CC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5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乳字号大姜滋养修护双剂型洗发搭档-1
剂头皮净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81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植
物净化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129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爽妃雅红玫瑰素颜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00 广州瑞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秀彤草本双宝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01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蔓 钻石高光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09 广州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之翘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19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丝罕植萃润养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1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TuLaLa高光美颜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5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韩婵 润透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润透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润透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荷臻肌水光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8
广州姝荷国际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栀集可卸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29 广州新潮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ipro茉莉甲油胶 红色28#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31
蔻橙(广州)美甲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古瑞优丹净畅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32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波丝罕植萃润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3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栀集可卸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39 广州新潮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瑞优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43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欧
洲越桔果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4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烟酰胺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48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氨基酸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50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微度-莹彩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54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CHUANQI-莹彩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57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母菊花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柔肤水（舒缓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5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轩皙温和美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66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米汤植物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润颜黄金三角养护组合黄金三角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2
广州花容悦色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悦润颜黄金三角养护组合黄金三角养护
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4
广州花容悦色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Asia Skin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欧
洲越桔果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7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金缕梅清痘套盒-植物净
化清洁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烟酰胺补水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4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春美海洋水清透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水清透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海洋水清透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澜坊氨基酸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395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LAPLUS白檀精萃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03
广州微立雅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羽琪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06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果奇妆植萃补水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08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水漾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0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之翘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1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姿蜜琪洋甘菊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3
广州雅姿蜜琪化妆品有限公
司

YOYOSO清透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透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YOSO清透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金纯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3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纳斯蓝丝补水保湿提亮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40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丹碧晨舒润爽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51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 长效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55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嫩粉无瑕气垫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嫩粉无瑕气垫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嫩粉无瑕气垫CC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碧晨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3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 清爽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4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彩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5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abos奥勃施蛋白营养多效柔顺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69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之翘植萃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96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地伊恋净透亮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499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圣妍熙金纯臻颜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0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溢佰芙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焕
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焕
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茶多酚劲能焕肤套盒-茶多酚焕
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花羽琪低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5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6 广州领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埃婷天山雪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28 广州埃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s奥勃施蛋白滋养修护洗发水 立体
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42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第男士清爽舒润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4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水漾倍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44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第男士清爽舒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45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玫丽绮金缕梅细肤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47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地伊恋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57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天地伊恋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60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蔓雅柔顺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75
广州百玉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妮兒 青春多效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7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5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存合足底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0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娘美业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06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姬草堂清源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正存合百草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1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存合百草能量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2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碧晨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25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臻颜奢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3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UlikeBeauty 芦荟凝胶（特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4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蛋白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41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R.GRAHAM塑颜蛋白紧致套装-塑颜紧致
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48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英姿婷美草本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5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黄金玉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6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第酵母靓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89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净颜清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6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控油祛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0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控油祛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0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绿茶控油祛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0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舒缓水润套-舒缓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1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舒缓水润套-舒缓水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1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舒缓水润套-水润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米·多肽素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2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清透水润套-清透水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清透水润套-清透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乔莱仕美肌冻干粉+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89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丹碧晨舒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0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惜娇美妍雪漾水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发姿然芦荟水润轻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发姿然芦荟水润轻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发姿然芦荟水润轻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昼夜节律童颜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79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惜娇美妍花蜜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0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之春草本精萃洁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07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漂亮频道神经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0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沪美奢宠魅力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奢宠魅力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奢宠魅力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蜂胶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1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丽人春天调御养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调御养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调御养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脉能舒缓套-脉能洁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38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脉能舒缓套-脉能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39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何允诺赋活多肽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47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焕活水光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焕活水光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蒂佳焕活水光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6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6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K-ML鱼籽胶原水凝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79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凝瞳 睛彩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83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HYT 鲜彩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894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sha Rosaroma Leave-in Conditioner 
and Smooth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0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sha Rosaroma therapy Organic 
Essential Oil for hair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0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LOOMY Beauty DEAD SEA MUD MAGNET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1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LOOMY Beauty Brown Sugar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1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优美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2 广州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珍萃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珍萃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珍萃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2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FULINI 雅馥麗妮 玫瑰微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31 广州奥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tine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4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利丝·至尊启动套-女王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56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魅利丝·至尊启动套-年轻态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57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溢佰芙净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玉妮丝YU NI SI寡肽修护冻干粉+玉妮
丝YU NI SI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妮丝YU NI SI寡肽修护冻干粉+玉妮
丝YU NI SI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妮丝YU NI SI寡肽修护冻干粉+玉妮
丝YU NI SI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轻松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轻松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轻松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肩颈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膜美样24k黄金玻尿酸保湿五件套-黄
金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龄冻套-龄冻冻干粉+龄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5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溢佰芙靓肤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溢佰芙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7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溢佰芙亮颜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溢佰芙修复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梵尼·赫本薇脸套-赫本薇脸冻干粉+
赫本薇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4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HDDW补水肌能面膜（补水紧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DDW补水肌能面膜（补水紧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DDW补水肌能面膜（补水紧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佰芙美肌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溢佰芙草本雪肌亮肤膜+净颜雪肌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8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ΛYGIRIM备长炭净透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92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暨梵尼·赫本薇脸套-赫本薇脸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1993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OPHLEX 诺菲丝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0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佰芙净化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BR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蜂蜜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圣梦缘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0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顏癸人舒缓细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11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暨梵尼·赫本薇脸套-赫本薇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1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溢佰芙净化养颜膜+净化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溢佰芙靓颜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莎蕊至臻康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1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溢佰芙浸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薇媛水润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2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赫本薇脸套-水润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4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尚皇妃童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5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康圣梦缘腿部舒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沐姿灵童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29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莎瑞兰滋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0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美堂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水润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4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樱花粉嫩润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樱花粉嫩润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樱花粉嫩润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3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焕亮紧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焕亮紧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焕亮紧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水动力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水动力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水动力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珍珠润亮焕采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珍珠润亮焕采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海洋珍珠润亮焕采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水感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感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感透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纤婷姬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茜舒缓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56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Tsinger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64
广州市添姿彩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Tsinger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64
广州市添姿彩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Tsinger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64
广州市添姿彩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Tsinger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64
广州市添姿彩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ΛYGIRIM灯泡肌水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6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美百氏 儿童牛奶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儿童牛奶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儿童牛奶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7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古堂 灵芝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74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羽琪神经酰胺清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0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素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素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素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一抹风情清柔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98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HARYOO愈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09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碟美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姿冰晶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71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洁面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73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24K黄金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75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氨基酸净透保湿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78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82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82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82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 清透水感润肤套-清透水感润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8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雅婷  氨基酸温和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雅婷  氨基酸温和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雅婷  氨基酸温和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　人参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嫩肌天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嫩肌天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嫩肌天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弹力润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弹力润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肌肽紧致眼部套装-弹力润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1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尚颜亮肤紧致微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07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极酷晶萃水润无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1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晶萃莹润无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1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15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 清透水感润肤套-清透水感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2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时光透氧亮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2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丹娜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3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俪小颗粒海藻面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4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诺多肽滋养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俪海藻补水滋润面膜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38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俪海藻免调补水面膜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43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亲果果轻盈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54
广州因美林个人形象策划有
限公司

梵洛泉 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65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植炫多效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6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石墨烯补水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石墨烯补水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石墨烯补水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主人 玻尿酸补水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主人 玻尿酸补水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主人 玻尿酸补水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焕颜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焕颜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烟酰胺安瓶焕颜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玻尿酸安瓶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妮焕颜呵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79
广州众联华阳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佰俪妮水润呵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83
广州众联华阳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ARR 叶黄素亮研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84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露颜清蓝铜胜肽抗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90 广州妆捷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彩明眸眼部护理组合--微肽紧
致护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9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颜清雪绒花悦颜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93 广州妆捷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29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翠色雨吟玫瑰微雕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00
广州驰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翠色雨吟玫瑰长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01
广州驰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焕发康轻羽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07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LAPLUS白檀精萃紧致修护按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08
广州微立雅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润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润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润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润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韵古堂 灵芝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5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圣梦缘活力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1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蓓爱 苦参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酷型能量
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酷型能量
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酷型能量
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2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愿宿氨基酸水润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氨基酸水润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氨基酸水润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合肽如意套-合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娇沙漠润泉水解植物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愿宿黄瓜清肌柔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黄瓜清肌柔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黄瓜清肌柔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菲娅 水嫩美颜人参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菲娅 水嫩美颜人参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菲娅 水嫩美颜人参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蜗牛水漾嫩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蜗牛水漾嫩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蜗牛水漾嫩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绿茶清润细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绿茶清润细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绿茶清润细肤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4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蕊姿茉莉香氛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5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NGGRE本格 臻皙奢宠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54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美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57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美肤水润套盒-美肤水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7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玉雪缘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2397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愿宿红石榴清透盈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红石榴清透盈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红石榴清透盈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芦荟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芦荟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芦荟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洺爵活能多效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09 广州泓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滇虹植康草本原浆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10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草佰味多肽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12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蜂胶润亮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蜂胶润亮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蜂胶润亮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迪玉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22
广州市花迪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Q BONING水漾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23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韵莲娜舒活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舒活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舒活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FINAM焕颜洁面卸妆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32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圣梦缘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6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魅利丝·至尊女王套-女王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67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康圣梦缘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7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JOAPOUR娇灌净透嫩肤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多肽溶酶液+调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77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芙尔多效肽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82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魅利丝·至尊女王套-年轻态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88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魅利丝·至尊女王套-年轻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90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康圣梦缘肩颈保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49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popo momo新概念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0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 罗拉冰川水密码靓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01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PHIA TEMPTATION肽金活力素+肌因赋
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45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康美肽 纯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46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多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50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丽莲烟酰胺补水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51
广州市纽丽莲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GGI密美极幻彩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55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色胶原蛋白氧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56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凡兮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62 广州壹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沐时光嫩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7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笛血橙水漾高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7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嫩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7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PN沉香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75 广州宝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椿植固态精华·富勒烯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589
广州市茶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0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青新草本亮肤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1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婕尔玻尿酸臻萃鲜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1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蜂皇舒缓修护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3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芝雪妍臻安静润果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48 广州博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兰露雅多肽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65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亮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0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也西酷感轻妆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46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oripro擦洗延长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47
蔻橙(广州)美甲化妆品有限
公司

moripro超高粘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49
蔻橙(广州)美甲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韩可植语清晨露水泡沫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60 广州朵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LEM·MISS YITA韩妆依她酵素修护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61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62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7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7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多肽肌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81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多肽肌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81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多肽肌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81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8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蒂雅巨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78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YIZONG植物奢宠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00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0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0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0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GEKOS欧戈蔻诗水光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08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妆风弥俏深层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16 广州源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正堂龙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正堂龙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正堂龙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1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15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千清丝去屑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去屑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去屑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烈艳黑金口红025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中国红口红016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8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芬蝶 五元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五元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五元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葵儿 炫魅奢养臻润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 炫魅奢养臻润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 炫魅奢养臻润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清丝修护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修护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修护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丽润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36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DIALLPHI 密集焕颜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4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透芯九胜肽胎盘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九胜肽胎盘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九胜肽胎盘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4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 逆龄焕颜冻干粉+逆龄焕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5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翎雪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61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言明眸修护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6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爽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66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紧致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紧致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紧致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蝶 活力康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活力康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活力康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草堂清源舒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uttock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uttock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TEA TREE Buttock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ng Orange Beard Mouth 
Growth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ng Orange Beard Mouth 
Growth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ng Orange Beard Mouth 
Growth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iYanQing NADO GOLD NOSE 
BEAUTIFUL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ng NADO GOLD NOSE 
BEAUTIFUL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ng NADO GOLD NOSE 
BEAUTIFUL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092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妮兒 抗皱活力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0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SEMMI活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14
神秘果园（广州）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胶原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1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心湖易经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18 广州瀛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娇嫩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娇嫩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玻尿酸娇嫩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面部净柔套装-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3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谱洛旺思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谱洛旺思 轻盈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鑫纤鑫美臂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臂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纤鑫美臂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CHARMER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4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小白刚劲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50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小白润养修护营养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51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亲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2962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五行丹坊 尊贵养护套-丹坊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02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茹赋活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05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忆多肽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07
广州宾尼星芸美业科技有限
公司

纪菲诗玉峰连香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4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玉峰连香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4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玉峰连香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4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1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1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1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通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通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通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3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舒畅平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舒畅平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舒畅平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高倩酵素灌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5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Heesee熹莳胶原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62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鳄之谜奢养四件套（试用装）鳄鱼油奢
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6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鳄之谜奢养四件套（试用装）鳄鱼油奢
养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6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美
圣草角质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82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鹤安澜 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柔韧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柔韧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柔韧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309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鹤安澜玲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VOT艾菲尔乳木果油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3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4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5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0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6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3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7 粤G妆网备字201909314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仁堂 祛痘淡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0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8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黑眼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黑眼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黑眼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白色大理石唇釉 M309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点欧芭水光液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08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道堂面如桃花修护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14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奢宠紧致冻干粉
+奢宠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1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肥圆圆 鲜花精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220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献慕黑炭净肤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337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献慕金钻眼部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37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奢宠美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38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献慕巧克力亮肤凝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338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淑淇貝爾 赋畅舒缓组合-赋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45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奢宠美颜冻干粉
+奢宠美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9345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芝佳品清爽舒适痱子粉（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52 广东三九佰氏药业有限公司

美舒红 活性胶原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64
广东众尔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菁纯非凡丝绒雾面哑光
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7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NGER BIRD千色鸟丹唇相思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88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赋畅舒缓组合-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9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3SONGS雪人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SONGS雪人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SONGS雪人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5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茉莉花茶润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1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明玑臻颜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12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臻颜寡肽修护冻干粉+臻颜修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14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黄金水雕膜粉+
黄金水雕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2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合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2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乳木果倍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0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乳木果倍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1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印润色保湿口红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乳木果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3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印润色保湿口红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炫色滋润口红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炫色滋润口红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紫芝焕颜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4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薇第富勒烯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54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E-face活力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活力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活力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活力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活力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腹部美韵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腹部美韵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腹部美韵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6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腹部美韵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7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腹部美韵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7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熙·式倍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686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之微透润柔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725
淇妮思（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DIALLPHI 密集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72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SK焕肤美肌套组-倍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740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CAI佩彩迷惑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EICAI佩彩迷惑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EICAI佩彩迷惑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瑟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地伊恋夜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思余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余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余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西自然轻妆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3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萃森净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14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水光赋活牡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25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姿莉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3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莉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3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莉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3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活氧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32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蓝色之恋梦幻气垫腮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83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WOMEN'S COLOR名媛幻彩流沙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3897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水肌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水肌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水肌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丝美诗沁润精华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02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BARBIEGO捕光捉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1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梵尼·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16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细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1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细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1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百合细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1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23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26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3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艳芙肌底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肌底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肌底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亮泽修容遮瑕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54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Q BONING水漾美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60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 水凝裸妆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水光轻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71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第银耳胶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7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诗曼蒂双效粉底液Ⅰ-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0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曼蒂双效粉底液Ⅱ-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4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自然修容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5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蕊至臻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399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曼蒂双效粉底液Ⅰ-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03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曼蒂双效粉底液Ⅱ-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05
诗曼蒂（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莎蕊至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0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BER STRAIGHT STRAIGHTENING 
NATURAL AND RESIST HAIR STEP 1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3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FIBER STRAIGHT STRAIGHTENING 
NATURAL AND RESIST HAIR STEP 2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3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纤细持久指环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60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effi Carnny黑金抗氧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6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芭蕾卡自然睛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69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 Brand To Me卸妆水（洋甘菊温和清
洁）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71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温和滋养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75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SiDaiYa娅思黛雅轻盈秀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8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安瓶温纯复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9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月蔻玻尿酸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9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月蔻玻尿酸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9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月蔻玻尿酸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09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妮缘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唯觅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唯觅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唯觅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粉肤儿 柔臻修容腮红（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17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首乌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18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26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健源道韵道养护组合-韵道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36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胜肽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 热力精华油（胶囊型）腹部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5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护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51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HèREX 热力精华油（胶囊型）腰背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5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氨基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58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HèREX 热力精华油（胶囊型）肩颈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6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通透柔和两用粉饼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70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通透柔和两用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72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竹炭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7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养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79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80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195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海岸树香金箔美姿沐浴露（试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10 广州绿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柔滑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柔滑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柔滑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樱妠歆慕水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3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嫩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3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焕发康草本植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39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闪 绅士净化紧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41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健源道人道养护组合-健源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42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黛丝玫瑰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46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YIZONG植物奢宠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51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白玉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64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丹芭碧  持久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7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菲诗畅爽舒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7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畅爽舒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7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纪菲诗畅爽舒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79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MAMATTI泡沫沐浴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净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净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净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5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丹芭碧 营养亮泽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28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怡丝·女王套-女王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01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荟闪 悦活复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16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玉莹丝滑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栀集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29 广州新潮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闪 绅士悦活复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34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闪 臻皙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38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奢宠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4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美佑上空气感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46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闪 凝世金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49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芭碧 牛奶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61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维他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70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畅游女士游泳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72 广州澳悉诺贸易有限公司
聿修富勒烯爱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74 广州巨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  水漾舒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81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畅游男士游泳沐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82 广州澳悉诺贸易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水光美肤霜套盒-透明
质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8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童颜定格粉+童颜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86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柔中洁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90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柔中洁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90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柔中洁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90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水光美肤霜套盒-净颜
修护精华粉+亮肌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39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傲娇新概念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05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水光美肤霜套盒-水光
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07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柔中洁浪漫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3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柔中洁浪漫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3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柔中洁浪漫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3
广州市家品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YIZONG植物奢宠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4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唯植炫亮彩明眸眼部护理组合--亮彩明
眸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樱花水润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1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2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2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2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2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懿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懿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懿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丝滑高光阴影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4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优润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4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浪漫女神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6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ANA PUSS健康指彩防溢胶DP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59 广州森实新材料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24k黄金玻尿酸保湿五件套-黄
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61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BOLU闪亮活力摩洛哥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67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力纤体冰肌氢养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7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淑淇貝爾 精尊净化舒畅组合-净化舒畅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7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MEKINE美姿媛雪域莹润晶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83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美
圣草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8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竹炭净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0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修颜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雪依氏 水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2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植物净
化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酵素灌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49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精尊净化舒畅组合-净化舒畅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0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挺美方爱康净化套爱康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净化套爱康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净化套爱康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颐通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16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式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21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尔轻肌紧致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24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淑淇貝爾 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2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天地伊恋烟酰胺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29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修颜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高杰夫水漾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1 广州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挺美方爱康紧素套爱康紧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紧素套爱康紧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紧素套爱康紧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柔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柔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柔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无暇美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58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瑶素雪亮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素雪亮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素雪亮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5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琳尔玉肌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62
广州魅霖纳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美
圣草冰敷舒缓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7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地伊恋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86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AVOS茶树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90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SO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植物
净化清洁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459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美
圣草多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0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LUDEATRS肽动力青春逆龄活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07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肽动力青春逆龄活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07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肽动力青春逆龄活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07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SK焕肤美肌套组-皙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10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臻养靓色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16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暖意温家族魅力滋养套-魅力滋养能量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20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VOS富勒烯水杨酸黑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24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千清丝控油清爽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4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控油清爽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4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控油清爽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4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红名媛温润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红名媛温润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红名媛温润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尼古罗斯烟酰胺臻萃龙血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65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甘野 何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野 何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野 何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氨基酸留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3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之微润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686
淇妮思（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去屑控油润亮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去屑控油润亮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1香氛去屑控油润亮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清堂婴儿屁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清堂婴儿屁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清堂婴儿屁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本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本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本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蝶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ANGJIANMIN清爽舒缓亮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31
广州多弗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同纤荟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奇焕慕颜蚕丝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44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蝶晨臻润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64
广州采蝶晨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魅如雪丝滑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67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怡丝·启动套-女王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78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樊文花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7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雪玑秀全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全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全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娇嫩滋润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娇嫩滋润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娇嫩滋润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梵琦  花精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799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 焕颜美肤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皙墨藻珍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17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石斛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2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澳洲坚
果提拉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4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疆域谷草净颜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29
广州疆域谷草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eam.迦蓝山羊奶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eam.迦蓝山羊奶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eam.迦蓝山羊奶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澳洲坚
果籽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肌底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 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JAREN活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4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亮发丝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51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靖妍焕颜逆龄套- 焕颜美肤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6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延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延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延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梵抗皱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开元潘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元潘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欧特美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欧特美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欧特美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91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古方 能量补养套 能量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894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俏貂蝉迷情香氛毛发修护酵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00 广州俏貂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冰润透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13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澳洲坚
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平衡套爱康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2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凝润赋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3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Asia Skin澳洲坚果籽紧致套盒-澳洲坚
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38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 微晶肽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3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4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4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维西套爱康维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4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参舒润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46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萃季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4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丽润强根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52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韩丽润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55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诺爱之缘 万人迷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0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水蛭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水蛭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水蛭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XB 清透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6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多重防护水漾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御金兰芳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69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PaPig趴趴猪紫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76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PaPig趴趴猪橄榄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7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PaPig趴趴猪莲花舒痱清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79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豆肌语光感肌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9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浅色清透水润套-清透水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49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LV SHOU眼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4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清肌净透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NFUMAN安芙蔓黑莓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09
广东安芙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GGRE本格 臻皙奢宠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0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笙歌尊贵焕颜套盒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米·凝时紧致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美肤水润套盒-美肤水润素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美肤水润套盒-美肤水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美肤水润套盒-美肤水润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YU&S逆龄童颜套逆龄童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35 珠海妆贝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YU&S逆龄童颜套逆龄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37 珠海妆贝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缕丝仪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4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式保湿弹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48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谷胱甘肽深润套 谷胱甘肽中
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55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嫩颜冻干粉+紧致嫩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嫩颜冻干粉+紧致嫩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紧致嫩颜冻干粉+紧致嫩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5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DORIA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帽子舒缓特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舒缓特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舒缓特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1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禡玳晶准焕亮维他命C粉+晶准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拉微格 ·卡巴尔奢华焕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68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式倍润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71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光感焕亮维他命C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07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熙·式水漾弹滑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153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微格 ·卡巴尔奢华炫彩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156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夕丰色冻龄眼部护理套盒-四夕丰色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169
中山市四夕丰色商贸有限公
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4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4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4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5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金桂花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桂花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桂花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7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定妆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7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定妆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7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定妆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7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宜魔方清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84
广州力威洁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6789水光靓肤遮瑕调颜CC棒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8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碟美蔻六肽水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六肽水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六肽水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美颜BB霜（薄柿）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6789水光靓肤遮瑕调颜CC棒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茶谷  头皮净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3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子爱男士·酷爽控油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29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肌密防护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2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细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细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鑫美 细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豆泥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豆泥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绿豆泥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康俪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康俪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康俪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古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古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古芳康俪精油套组-古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古方 能量补养套 活力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17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漫尚云绘童颜肽美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22
广州漫云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 清爽洁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2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GOSK焕肤美肌套组-密集嫩滑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33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洛泉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34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 柔顺保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41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蓝铜胜肽防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91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笛24K焕采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9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笄清透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笄清透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笄清透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53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XIN敷芯富勒烯素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05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洁兰妮黄金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10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养 贵妃宝典调理套 兰质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16
广州市兰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爱秋葵活力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24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圣堂草本智慧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27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2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锦圣堂草本智慧修护套-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31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水凝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44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MAMATTI纯净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53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SGAR  舒柔净颜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56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孜韵 草本焕能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6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DO SKIN BIOLOGY CENTER水光润肤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尔润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66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蜗牛水漾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IZYO昕姿·源莹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7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水份滋
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80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YMVN修诗曼多效修护美眸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93 广州碧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妮茜紧致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494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茉蜂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04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忠佳樱花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06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忠佳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09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眯眯眼3号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4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香蔓儿多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意温家族魅力滋养套-魅力滋养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19
广州暖意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忠佳玻尿酸原液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20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忠佳多肽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2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茉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23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llot 仙洛德VC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29 广州萌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0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红酒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5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虾青素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6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llot 仙洛德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7 广州萌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帽子逆龄紧致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逆龄紧致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帽子逆龄紧致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38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llot 仙洛德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1 广州萌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臻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2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llot 仙洛德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6 广州萌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烟酰胺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玻尿酸补水盈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维生素C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婴儿肌净透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净透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净透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58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必柔轻奢裸感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07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 平衡按摩油G2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13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酷三刚劲定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19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2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No.Pro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2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o.Pro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2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o.Pro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2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淑美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37 广州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三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45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肌雪莲花补水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57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肌雪莲花补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1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舒缓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舒缓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舒缓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舒缓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肌雪莲花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4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紧颜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7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法珀丽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691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0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烟酰胺滋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1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柏妮西亚眼部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4 广州市莱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净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5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佩茹 赋活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7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尔轻肌紧致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28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3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手不凡水蜜桃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33
广州市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ERYMER 芦荟舒缓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44 广州莱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菲娅芦荟舒缓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55 广州火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手不凡绿茶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58
广州市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泥养道  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59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2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ZU CBB晶致沁润肌源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7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摄正堂好点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正堂好点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摄正堂好点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顏癸人神经酰胺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79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顏癸人神经酰胺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81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D时光舒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8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ERYMER 花漾甜心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95 广州莱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小记 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797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LERYMER 金缕梅细肤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05 广州莱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出手不凡薰衣草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09
广州市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手不凡柠檬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10
广州市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手不凡玫瑰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11
广州市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九堂颈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1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蒂娜清透薄纱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16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九堂净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1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ISI KERATIN MILK REBONDING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2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香草草本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23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翼颜洗浴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24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发伊堂强根丰润调理净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29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茜薰衣草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45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栀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5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栀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5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栀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5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俪质十八冰感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顿良视滋养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6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顏癸人舒缓细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3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瑜容塑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塑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塑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IGHTNESS BRAZILIAN ACAI BERRY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7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顏癸人神经酰胺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87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潜航者 产后修护套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89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蓉音微分子滋养焕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1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褚桃子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褚桃子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褚桃子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沁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沁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少女妆感沁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私期定养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6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1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潜航者 产后修护套舒缓修护精华液二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2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潜航者 头部肌肤修护套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2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潜航者 产后修护套舒缓修护精华液一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3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舒缓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3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3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霜-2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4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4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娇媛BEAUTY HER CHARMING 净化调
理套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4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5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5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百草堂明靓耀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5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容娇媛BEAUTY HER CHARMING 净化调
理套净化调理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58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玉容娇媛BEAUTY HER CHARMING 净化调
理套净化调理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艾莱氏 胶原蛋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3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瑞美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光瑞美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光瑞美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潜航者 头部肌肤修护套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8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潜航者 头部肌肤修护套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6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发伊堂强根丰润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0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必柔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2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至美和谐之星-和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臻美青春II-臻美青春精华乳
霜II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臻美青春I-臻美青春精华乳霜
I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潜航者 净化调理套净化调理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7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园林虎yuanlinhu 热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80 广州爱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
儒妝烟酰胺嫩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8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至美和谐之星-和谐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8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净之星-韵美悦净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87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健之星-韵美悦健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8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贝莉Kinberley 巨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0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色之星-韵美悦色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1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活之星-韵美悦活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2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心之星-韵美悦心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潜航者 净化调理套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 紧颜胶原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8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潜航者 净化调理套净化调理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599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鱼子焕采紧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02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韵美逆龄之星-韵美逆龄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0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莱氏 玻尿酸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08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韵美和谐之星-韵美和谐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0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恩 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11 广州颜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富勒烯胶原蛋白修护水
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13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 鱼子赋活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14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贝莉Kinberley植萃修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16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伊斯明眸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1 广州嘉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金缕梅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巴米莉桦树汁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3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精油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上御姿灵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3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松喷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3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松喷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3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松喷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3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玫瑰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复活草眼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51
海纳百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潜航者 产后修护套舒缓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痘谜芦荟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芦荟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芦荟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蓉音微分子滋养焕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4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睛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睛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 睛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美肌丝滑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67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米莉桦树汁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1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BR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酷三炫卷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8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上御姿灵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7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柏诗眼部舒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8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芦荟鲜活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86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三氨基酸营养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87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米莉桦树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91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0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式倍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06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1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洛泉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27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洛泉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29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思梵摩登甜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0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摩登自我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3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 尚先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5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暨大靖妍焕颜美肤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BMYMBX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XBMYMBX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XBMYMBX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3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DLS蓝铜胜肽修护粉组合-蓝铜胜肽修护
粉+蓝铜胜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4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旅氨基酸毛孔深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43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能量防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5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6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6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6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套组雪肌素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62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清英颜英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70 广州浩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英颜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77 广州浩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舒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90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雪亮凝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97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英颜英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198 广州浩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OGIS可其氏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00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柒起丝丝顺滑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丝丝顺滑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丝丝顺滑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1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1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1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1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D时光舒颜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1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mels黄金肽滋润发膜（黄色）+黄金
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植物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dimels黄金肽滋润发膜（蓝色）+黄金
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妮缘抚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抚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抚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Odimels黄金肽滋润发膜（红色）+黄金
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3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时光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时光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时光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时光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高教授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D时光透颜亮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丽堂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4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蜕-蓝铜胜肽焕颜蜕变套-蓝铜胜肽水光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54 广州诺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丽堂御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6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70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黄金补水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黄金补水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黄金补水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蜕-蓝铜胜肽焕颜蜕变套-蓝铜胜肽细致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79 广州诺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园林虎yuanlinhu 赋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83 广州爱生活日用品有限公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蜕-蓝铜胜肽焕颜蜕变套--蓝铜胜肽立
体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86 广州诺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时婕-水光玻尿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96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蕾思蒂多糖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97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98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inTaiR多肽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299
广州英肽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蜜语嫩肌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蕾思蒂密罗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1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活能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17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柒春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仁和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24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芭美森活性肽能修护组合-活性肽能修
护冻干粉+活性肽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3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4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4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4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4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OX百变新色子弹头小样口红套装5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60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百变新色子弹头小样口红套装503#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63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百变新色子弹头小样口红套装5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66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百变新色子弹头小样口红套装505#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68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VOOX百变新色子弹头小样口红套装504#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71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果速康眼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速康眼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速康眼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圣堂草本智慧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83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皙透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87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 面部紧致液态线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8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 面部紧致液态线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8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 面部紧致液态线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8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冰晶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90 广州皙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莱美紧致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91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柔皙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6399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 樟树精华婴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14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肌源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16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姿俪泰净颜修护寡肽冻干粉+净颜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25 广州跃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6#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38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0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3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爱莱美舒润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4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5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4#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7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HLL修护补水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49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尘心舒润滋养口红 05#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50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綵薇堂 一分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51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孜韵 草本焕能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5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仁和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62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繁花似锦四色蜜粉02似锦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繁花似锦四色蜜粉01繁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fen安缇纷樱花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3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蔻诺.博泉 润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7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瑟 水漾舒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83 广州如瑟商贸有限公司
畅游女士游泳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85 广州澳悉诺贸易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气垫素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8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气垫素颜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清爽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清爽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清爽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清爽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远山眉黛双头笔05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498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薇洛蛋白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06 广州美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薇洛氨基酸净化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08 广州美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  海茴香水妍臻萃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2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光雨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3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远山眉黛双头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3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子計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39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41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卉蘭姿活力均衡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5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远山眉黛双头笔0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57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 肽元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58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思悦 卉护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61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姬赏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姬赏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姬赏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皱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沁方芦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93 广州明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颜诗莱黛  龙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59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FUXIN敷芯富勒烯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02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慕茹姬富勒烯虫草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16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1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好气色美颜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2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麗雪顔臻萃亮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3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E-face女人飘怡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3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飘怡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3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飘怡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3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上项舒缓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3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胸部娇韵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飘怡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飘怡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胸部娇韵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胸部娇韵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胸部娇韵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自然承诺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4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植物补水套-净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5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植物补水套-植物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5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5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5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女王塑颜紧实组合-塑颜紧肤
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6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E-face胸部娇韵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6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曜耀鼻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77 广州曜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玫瑰滋养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玫瑰滋养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玫瑰滋养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日间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TREECHADA 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夜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8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丹芭碧 焗油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9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SSCH曼緹斯臻颜多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94
广州市美奇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温养固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温养固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温养固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6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蝶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诗莱黛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芬蝶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INGYANSHU净颜术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3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YANSHU净颜术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3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YANSHU净颜术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3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龄胶原蛋白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54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萱姿瓷肌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5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瓷肌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5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瓷肌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5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宣言深海水母赋活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60
广州美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蝶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贞美凝润嫩肤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凝润嫩肤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凝润嫩肤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芍药花六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芍药花六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芍药花六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多肽修护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2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仙人掌五肽防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仙人掌五肽防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仙人掌五肽防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8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金盏花四肽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3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金盏花四肽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3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金盏花四肽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3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月蔻净颜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月蔻净颜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月蔻净颜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玻尿酸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79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鲜女友洋甘菊三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洋甘菊三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洋甘菊三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山茶花肌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山茶花肌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山茶花肌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玫瑰花多肽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玫瑰花多肽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玫瑰花多肽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0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沐梵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10
高沐梵（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玛莉莲萌兔烟酰胺光感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14 广州兔窝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雪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雪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深海·雪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橙花寡肽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2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橙花寡肽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2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女友橙花寡肽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2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莉莲萌兔大补水柔嫩元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34 广州兔窝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冻干粉中胚修护套盒-活性修
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3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osmu可可焕颜套组 可可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43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辣木草本辣木籽草本植物萃取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48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蜃楼海藻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53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 玉容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57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娃娃 玫瑰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玫瑰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玫瑰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丹芭碧 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70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蜃楼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72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 竹炭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76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密码富勒烯娇宠紧致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85
广州迪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花水芙 清透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8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资时光 水润亮采活泉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88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保养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893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MVLSD 冰爽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01
广州市雅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华菲妍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04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DIOGO舒缓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11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梵蜜皙富勒烯黄金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14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伽汐玻尿酸倍润盈透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汐玻尿酸倍润盈透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汐玻尿酸倍润盈透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2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安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30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桑肌净颜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33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塑蓶美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34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舒缓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42
广州市南大医美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5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 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70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抗干燥润体露(中等干燥)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7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斯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1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抗干燥润体露(特别干燥)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7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悦美 芊芊玉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丹芭碧 薰衣草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9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诗莱黛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9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FNo.Pro玻尿酸微晶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o.Pro玻尿酸微晶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o.Pro玻尿酸微晶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699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修复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00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微格轻奢发丝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01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牛奶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0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康草本紧致套——草本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康草本紧致套——草本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康草本紧致套——草本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悦宝莱毛孔细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1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丹芭碧 抗干燥润体露(嫩滑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BKBK水光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滋养洗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5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贝蒂奥琦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r Bestie肌密暖言透肌焕颜套-透肌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8 广州伊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演E天使滋养洗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2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缔约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滋养洗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3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ESEDO HOUSE花蜜嫩颜秘贴精华露（桃
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3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演E天使滋养洗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茶谷    盈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2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滋养洗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碟美蔻新肌净透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新肌净透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新肌净透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r Bestie肌密暖言透肌焕颜套-透肌
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8 广州伊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FUXIN敷芯富勒烯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59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诺色黑钥匙玻尿酸光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6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演E天使滋养洗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6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中胚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韩尚菲司小铺养颜祛痘清透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养颜祛痘清透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养颜祛痘清透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滋养赋活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5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滋养赋活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5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滋养赋活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5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滋养赋活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5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姿诺 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7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妤赛璐六胜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80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品秀冰感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8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Jupiter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Jupiter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Jupiter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ercury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ercury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ercury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ar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ar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Mar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睿雅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099 广州奢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睿雅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08 广州奢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 羊胎素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13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芦荟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14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颜清复活草晒后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19 广州妆捷商贸服务有限公司
柏宁草本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20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臀部紧致韵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29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草本养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34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秀美肩颈专用套-享美肩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50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古堂 灵芝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191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iffel+甜果可心润色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甜果可心润色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甜果可心润色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BTWO植物能量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RABTWO植物能量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RABTWO植物能量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言素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5
广州市乐芙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愫驻颜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51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ZVE茉姿 芭柏莉·氨基酸蛋白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52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皮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皮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皮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元青 小分子沉香润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71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途汇植萃水感莹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79
即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潘洣汤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VELOVE存爱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4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多莉 黄金萃皙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美百氏 纯精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纯精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纯精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88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纤荟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okonevana随身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随身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随身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玫瑰精油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04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心蓓爱植物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14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蓓爱植物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丽润高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3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MAMATTI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7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尔芬肌肤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8
广州翡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月荷美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缔野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3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谦诺焕活润肌修护套装-焕活润肌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35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MATTI柔和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43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谦诺焕活润肌修护套装-焕活润肌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45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傲林美凯焕活润肌修护套装-焕活润肌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50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傲林美凯焕活润肌修护套装-焕活润肌
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57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欣然 竹罐套-淋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82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芭菲还原酸活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神经酰胺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李欣然 竹罐套-井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5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润透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润透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润透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3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姬 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02 广州仙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白玉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13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李欣然 竹罐套-肌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16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焕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C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多肽精灵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多肽精灵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多肽精灵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逆颜美雕套组 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皇家胶原 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行丹坊  丹坊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54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NYN欣颖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BuzzBuzz 富勒烯晶采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5
广州伊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炫彩动人卧蚕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炫彩动人卧蚕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炫彩动人卧蚕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珩琦幸福密码活源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79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珩琦幸福密码活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82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五维康太夫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88
广州小蚁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古伊美水动力活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494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欧莱尔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0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尔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0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尔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0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尔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0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瑜天雅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10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14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2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冻龄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冻龄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驻颜冻龄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奢金水润修颜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35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多效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多效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酵母芯肌驻颜护理套-酵母芯肌
多效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如馨驶姜艾舒宁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61
广州市益坤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草本花开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妆水光蜂巢紧颜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81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当有爱草本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 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0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0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07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0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18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套组-源美舒韵精华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姜油
（IV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草本油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草本油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草本油
（I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油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油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套组-背美舒韵精华油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养护套-柔媚舒韵油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纤欲受草本净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纤欲受草本净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纤欲受草本净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炙堂肩颈舒活草本套-肩颈舒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植萃温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植萃温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魅源舒护草本套-植萃温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荟头部草本舒护套-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活力动感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    持久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3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虫草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7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虫草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79 广州润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妃肤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80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 清爽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83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初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90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69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透骨草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透骨草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透骨草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5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焕颜活力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焕颜活力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焕颜活力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肤蜜活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15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青春肌因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4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持久定型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牛奶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牛奶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牛奶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蝶晨臻润保湿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4
广州采蝶晨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DR·HENG YI植萃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7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植萃清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5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晶透亮彩套-肽能晶透亮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0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Ve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Ve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Ve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Ura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Ura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Uranus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Neptune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Neptune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Neptune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肽能晶透亮彩套-肽能晶透亮彩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73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百合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百合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百合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悠朵  菁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0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吾仪乳木果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乳木果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乳木果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Earth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Earth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Earth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Saturn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Saturn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Colour Multichrome 
Eyeshadow Palette-Saturn

粤G妆网备字2019097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斯汀24K黄金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2 广州巨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仪芦荟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芦荟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芦荟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柔水清透 活力蛋白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5 广州滴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素肌焕颜奶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0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吾仪菊花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菊花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菊花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妧斐 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39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蜂蜜水光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菁纯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菁纯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菁纯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菁纯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自由造型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63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馥春芳华臻品套-馥春紧致冻干粉Ⅱ
型+馥春紧致精华液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6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理氏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79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87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9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9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9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9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馥春芳华臻品套-修护活力冻干粉+
修护活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89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el丝滑修护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修护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修护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el丝滑修护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淇颜 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爱淇颜 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爱淇颜 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即V馥春水润尊享套-馥春紧致冻干粉Ⅰ
型+馥春紧致精华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3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芭碧芦荟保湿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3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淑美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39 广州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蜂蜜水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4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水嫩倍现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41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馥春水润尊享套-修护活力冻干粉+
修护活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4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丝润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花漾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花漾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马斯植萃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马斯植萃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5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奢宠发丝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66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微格剪发宝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1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尚云绘童颜肽美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4
广州漫云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懈尔焕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懈尔焕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懈尔焕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淑美神经酰胺靓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7985 广州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素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素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素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素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焗油亮泽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0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谷发丝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0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凝霜雪靓肤澎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澎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澎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YZS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30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尚云绘童颜肽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32
广州漫云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4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4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芙泉多肽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40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重春色鲜养理肌水分套装- 鲜养理肌
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49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胶原精华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5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泊姿芊黛胶原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6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姿芊黛胶原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6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姿芊黛胶原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67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户外保湿防护套装-盈润修护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活能养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眼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吾仪牛奶蜂蜜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牛奶蜂蜜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牛奶蜂蜜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CHARMER水漾舒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2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潘思莉橄榄果弹润舒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4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吾仪滋润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滋润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滋润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修护还原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修护还原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修护还原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8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0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2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樊文花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眼部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吾仪大米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大米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大米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IEMI 兰蝶蜜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26 广州月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色印记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3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3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黛嫩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46
广东俏睫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班布舒润植萃按摩油科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47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Dating18 玻尿酸婴儿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49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ting18 婴儿肌盈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5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ting18 三胜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51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班布舒润植萃按摩油（双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53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LV SHOU透明质酸肌底焕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56 广东绿瘦美容纤体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足尤净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66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足尤净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66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可蕊姿鱼子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6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时秒 海茴香深层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秒 海茴香深层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秒 海茴香深层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紧致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2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Ianys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7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 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 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舒护臻养套- 醍香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胶原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胶原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蜜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蜜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倾城尊享套-醍香蜜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洛堂舒畅平衡藏秘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7
广州润道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幸福之源润养套-幸福之源精华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月蜜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四季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四季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ESIMORN希诗漫奢华瓷肌四季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1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蜜凝皙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206 广州闺密商贸有限公司

华芝衡固柔调护组合-固柔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207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夕丰色冻龄眼部护理套盒-胶原眼部
营养露+四夕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219
中山市四夕丰色商贸有限公
司

四夕丰色冻龄眼部护理套盒-眼部按摩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098305
中山市四夕丰色商贸有限公
司

朗皙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3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 烟酰胺胶原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46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凝瞳睛彩多效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48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圣兰密 雪肌无瑕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53 广州丽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保湿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保湿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仪保湿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草堂温润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67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姿仪草本植物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70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多丽亚俏丽臀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7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三堂男士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7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奢华大眼明眸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艾莉思 魔力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88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活草本修护套-舒活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小百合山茶花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698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腹部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腹部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腹部保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X幻金炫黑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04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源净化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06 广州千邦药业制造有限公司

御蘨本草阁固源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固源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固源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生源多肽雪颜水光莹润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28
广州碧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豪魔法容颜--清肌雪颜套组--清肌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3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生源玻尿酸补水保湿舒润鲜注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34
广州碧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活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UMEIREN旭美人沁润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50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蓝若素迷 辣木籽水光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6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MEIREN旭美人洁净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61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高倩水立方酵素灌肤套---酵素灌肤水
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6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69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斯迪妮 灿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7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7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椿植固态精华·富勒烯焕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0
广州市茶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嗨膜深海水母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嗨膜深海水母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嗨膜深海水母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碧奥婷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觅焕彩控油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89
广州市智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桑肌美肤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92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度  养源净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9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797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桑肌净肤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0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桑肌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2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美时光海洋动力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3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美时光海洋动力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3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美时光海洋动力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3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芝·灵玫瑰籽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8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芝·灵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09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胶原蛋白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胶原蛋白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胶原蛋白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优肽紧弹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16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2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2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美然蚕丝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28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539女主啵啵淡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29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璞玉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539女主甜嘟嘟淡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3
广州市朗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V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璞玉水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尔威平衡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乎末多效保湿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43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热卖小铺时尚达人柔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49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FLXC60富勒烯芊色花妍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52 广州富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基肽- 水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5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TDNA骨胶原深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骨胶原深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骨胶原深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妧斐 WINFACE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86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淇貝爾 焕颜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9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WEALLLA玻尿酸小鲜肌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91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芯 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93
山上人间（广州）投资有限
公司

然之诺优肽紧弹眼部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897 广州宫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静小金条哑光口红（爆灯色606）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0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爱透视修护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09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妮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1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2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HUIBAIMEI汇百美芦荟保湿细致嫩滑隐
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紧颜幼实面膜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小金条流光润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19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玫瑰水活弹润滋养隐
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2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洋甘菊舒缓补水倍润
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28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极润焕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极润焕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极润焕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蜜焕亮修护固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49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尼轻润保湿口红01#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59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SX梦幻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63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不毕业烟酰胺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不毕业烟酰胺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不毕业烟酰胺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桦蒂高涵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VCNDbluesky  星空之眼十二色眼影盘
（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ǒME 玩色多彩立体单色眼影（蜜恋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古越磁肌睡眠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79 广州蕾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源魅力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8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滋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芝衡畅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55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芳草原 茉莉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6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沐浴露(薄荷冰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8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沐浴露(鲜橙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92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沐浴露(牛奶嫩滑)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95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沐浴露(珍珠舒滑）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96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薰衣草甜睡沐浴露(香芬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9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薰衣草甜睡沐浴露(安神舒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09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薰衣草甜睡沐浴露(水分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099104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龄胶原蛋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114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芳华菲妍水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116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浪漫香遇·美肌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129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纶茜幼童舒缓洗发沐浴乳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099195 广州诺纶茜商贸有限公司
欧蔓达倍滑滋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16 广州穗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玫瑰花
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25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传奇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2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柔肤滋
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27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一分钟柔顺修护倒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32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水嫩晶
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51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雾光弹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5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IEMAN歌微曼明眸持久眼线液笔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57
广州市歌微曼化妆品有限公
司

KISSPONY 深邃美眸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61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蔷薇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72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小C哥酰能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82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玻尿酸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287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植萃赋活组合植萃赋活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 折角魅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 黑
色 )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 黑
色 )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精致眼线液笔   ( 黑
色 )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0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多肽靓肤冻干粉套组 多肽靓
肤冻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靓肤冻干粉套组 多肽靓
肤冻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靓肤冻干粉套组 多肽靓
肤冻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蓝甘菊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23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乎末氨基酸丝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2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娜艾颜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3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玑秀水润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水润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水润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WEALLLA冰川水补水亮肤五件套·冰川
水补水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56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胶原肽润颜定格五件套·胶原
肽润颜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57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丰韵舒活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6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拉金悦人生养护套盒艾尚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6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拉金悦人生养护套盒艾尚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6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拉金悦人生养护套盒艾尚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6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集净润修护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0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透皙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2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细致净颜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蒙芭拉 型眉大师三效多功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型眉大师三效多功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型眉大师三效多功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7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亦娅舒安润养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81 广州活泉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安瓶净颜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9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烟酰胺安瓶净澈透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9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EQIVE金盏花毛孔细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397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百氏 凡士林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1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凡士林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1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凡士林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12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马斯佳立体眉粉2#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19 广州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茁美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茁美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胭月光宝盒高光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36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咪咪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58
广州咪咪美容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七公主 童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61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NENDAWU仙越伴侣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6 广州添机堂贸易有限公司
碧奥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强之美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90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雅貌高滤镜蘑菇头气垫
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93
广州小黑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葲晶透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身体唤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49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雪嫚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雪嫚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雪嫚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巨伟水凝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水凝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水凝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0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植素植萃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12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源荟樟之睛彩营养套组 睛彩复配按
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17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倩美赋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漫尚云绘童颜肽美素+童颜肽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28
广州漫云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重春色鲜养理肌水分套装-鲜养理肌
按摩原浆(无色)+ 鲜养理肌按摩原浆
（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43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重春色鲜养理肌水分套装- 鲜养理肌
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51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刻舒 水润渗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54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芝林清莲三捧水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68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温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温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温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洁兰妮水润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78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芭拉 魔法隐形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魔法隐形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魔法隐形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 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8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青春焕彩大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58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臻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3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 靓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誉方园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桦蒂 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0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薰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11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WEALLLA冰川水补水亮肤五件套·冰川
水补水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18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XB 润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22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臻颜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30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温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31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之昀尚之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1
广州尚之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柒方水 水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4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iuCi冰爽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6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清爽亮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清爽亮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姿 清爽亮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誉方园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胸部滋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蘨本草阁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新肌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5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奇焕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焕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奇焕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泉佳烨红石榴轻盈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7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惑玻尿酸安瓶焕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8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LLM·MISS YITA韩妆依她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85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凝时鲜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凝时鲜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凝时鲜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 AESTHETIC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69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小菊花盈润透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0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婴乐多用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12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凝润紧肤明星套-紧肤合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1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圣方 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藏仁堂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8 广州亿隆化工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藏仁堂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30 广州亿隆化工有限公司
Yimeila億美拉 透润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36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弹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4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弹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4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弹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4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赛拉拉水光富氧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4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华宠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氧盈润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光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光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光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传奇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6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诗漫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漫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魅力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瞳 抚纹抗皱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79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雅泉疏爽能量泥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80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得康丝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92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晶透紧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93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TIZI缇姿水光亮肤定制精华组合-水光
润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79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和筋堂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necare思童多效护臀套装--舒缓多
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04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若美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09 快手商业（广州）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防护隔离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防护隔离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防护隔离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提亮焕彩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提亮焕彩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提亮焕彩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补水保湿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补水保湿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缤纷套盒-补水保湿还原酸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珈朵 植萃舒润套 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珈朵 植萃舒润套 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珈朵 植萃舒润套 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方水 原力娇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5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华香蕊 花蕊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39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优肌舒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优肌舒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优肌舒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优肌舒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UI无瑕空气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8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YM亚美提拉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49
广州亚美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Eitila裸妆粉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裸妆粉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裸妆粉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舒缓调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舒缓调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舒缓调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玫瑰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6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7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赞红石榴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83 广州悦城实业有限公司

贝芙氏姜根密罗木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86
贝芙氏品牌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香柏安御廷玫瑰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88 广州市欧伦贸易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89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肌肤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03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润紧肤明星套-紧肤蛋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0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舞清透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06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金佰卉精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拉拉富氧盈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1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烟酰胺亮颜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华菲妍舒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19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   清莲净肤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22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葆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25 广州巨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oosmu黄金护理套组 金箔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29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赛拉拉瓷肌优颜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3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森蓓柔滋养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34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XO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华菲妍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44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TANROSE醒肤亮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49 广州参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肽元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贝芙氏复方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56
贝芙氏品牌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赛拉拉瓷肌优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5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香蕊 净化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64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ANGZI-AI王子爱私密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70 广州宏燊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珍美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方水 粉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77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释青春 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修护
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87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洁兰妮玻尿酸高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1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兰妮玻尿酸高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3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神经酰胺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柒方水 胶原肽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099998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嘉博尼尔活能养护套-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0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0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0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肌蜜因子多肽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0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妧斐 美容修复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10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秀传奇舒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12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柒方水 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15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阐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16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洁兰妮玻尿酸高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2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惠丽人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惠丽人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惠丽人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阐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5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卓秀传奇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27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美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3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多效精油护理套-桂花嫩肤保湿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36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蒲束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40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微米级休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4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微米级休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4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微米级休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4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草传奇草本滋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56
广州市神草传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润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65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密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66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源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72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肩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76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玫瑰水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7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媚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80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iysoawur宠爱小屋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86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9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9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龄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097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蒲束玫瑰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00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iysoawur宠爱小屋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04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生坊植萃膜粉+植萃分解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1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芭碧弹力定型喷雾(持久定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14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弹力定型喷雾(芦荟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17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立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方九道舒阳草本质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25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芭碧弹力定型喷雾(弹力挺硬)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29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芦荟去角质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4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IOGO紧致养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65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云圣方 秘密花园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秘密花园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秘密花园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眯眯眼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90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景红达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9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9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9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调肌舒缓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19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思意植萃套盒-植萃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02
广州顶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家茵宝宝孕妈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05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调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0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毛孔水润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18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蓝甘菊修
护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44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素颜瓷肌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47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玫瑰保湿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51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粉嫩精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52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植物精油美肤精品套组 荷荷巴
柔肤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53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ba祛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61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285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VCK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01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攸澜飞丝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涵沐梵毛孔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1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kou阿思蔻女人香玫瑰精油香氛祛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18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香水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1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慕菲斯 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20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紧肤合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CT水光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69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丝质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丝质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氨基酸丝质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润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6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 玻尿酸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8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青春暨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7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玖儿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94
广州香玖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osmu黄金护理套 金箔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396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浪漫香遇·丝滑柔顺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06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浪漫香遇·控油去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0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anwei索梵薇 浪漫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1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面部紧致液态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面部紧致液态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FAV简飞尔面部紧致液态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芳香通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芳香通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芳香通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水润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水润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水润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芝衡细滑营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43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清逸安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清逸安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清逸安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活力强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活力强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活力强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舒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和堂艾相随套盒-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美韵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美韵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美韵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涅肤贵妇黄金烟酰胺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84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语 头皮修护冻干粉+头皮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9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の恋冰肌牛乳雪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498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臻奇迹湿润能量御养套湿润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湿润能量御养套湿润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湿润能量御养套湿润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漫露日间光感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4 广州欧漫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黄金护理套组 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5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头当佳滋养洗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7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头当佳滋养洗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09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 丝质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 丝质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 丝质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透肌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2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水嫩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QUSOL蓝铜胜肽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5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粹  暖养植萃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16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当佳滋养洗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20
广州岐山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IQUSOL蓝铜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21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效修护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效修护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效修护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珀妃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5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微脸塑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39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4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VER草本植物指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5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维尔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兰维尔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兰维尔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调肌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6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郑远元草本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7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草本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7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草本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7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Maries 希蔓瑞调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8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透皙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584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拉拉富勒烯原液修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10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桦蒂 爽肤保湿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1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萱丽姿尊宠莹润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13 广州欣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桦蒂 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1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贝芙氏复方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22
贝芙氏品牌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安桦蒂 泡沫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3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胶原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41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菁氧婴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44 广州沛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龄暖男系列活性修护抗衰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52 广州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雪颜亮肤套-雪颜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54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OMEI罗美七子草本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56 广州罗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龄暖男系列美颜靓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58 广州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之蔓草木活力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78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唤醒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79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唤醒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79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唤醒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79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束茯苓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83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玫瑰滋养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94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柔丝语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9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9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69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Triysoawur宠爱小屋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1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 舒爽保湿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2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博柔丝语 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 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 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蛮俏儿鲑鱼面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蛮俏儿鲑鱼面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蛮俏儿鲑鱼面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蛮俏儿寡肽眼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蛮俏儿寡肽眼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蛮俏儿寡肽眼部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 清爽保湿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2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生坊植萃膜粉+植萃分解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2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焕采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2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耐沃黄金肽精华乳+黄金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40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竹炭清润细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46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4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4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4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薰衣草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雪颜亮肤套-雪颜亮肤胶原蛋白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4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媛春 蜗牛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蜗牛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蜗牛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私享佳燕窝滋养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56
广州市微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蓄元堂四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6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酵母嫩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酵母嫩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酵母嫩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蓄元堂四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愿宿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俏丽灵眸套灵眸应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Eitila水凝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凝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凝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妝冰感水晶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4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愿宿玫瑰滋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玫瑰滋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玫瑰滋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石榴清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石榴清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石榴清润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晶致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798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阿本玉竹水光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0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闺秀密語亲肤丝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03
广州女小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埖九朵臻奢焕颜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1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玫瑰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14
澳蔓地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荟媄肌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15 广州品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愿宿洋甘菊水嫩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2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洋甘菊水嫩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2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愿宿洋甘菊水嫩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2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芯 水光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22
山上人间（广州）投资有限
公司

涵沐梵毛孔净透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25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尚美多肽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33 广州美尚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3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毛孔紧颜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35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欧全海洋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3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  玫瑰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40 广州汉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不变水润亮彩嫩红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美不变水润亮彩嫩红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美不变水润亮彩嫩红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EALLLA冰川水补水亮肤五件套·冰川
水补水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49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媛妆 时光向左奢华尊享套-奢华多肽修
护冻干粉+奢华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51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添枝焕原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57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净颜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5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净颜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5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豹纹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水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水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水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WEALLLA冰川水补水亮肤五件套·冰川
水补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4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apple魔丽苹果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6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WEALLLA冰川水补水亮肤五件套·冰川
水补水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70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胶原肽润颜定格五件套·胶原
肽润颜定格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87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胶原肽润颜定格五件套·胶原
肽润颜定格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88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胶原肽润颜定格五件套·胶原
肽润颜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92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胶原肽润颜定格五件套·胶原
肽润颜定格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94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姿桃花颜水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桃花颜水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桃花颜水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08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石缘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明妃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11
广州韩明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荟多肽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1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淑淇貝爾 焕颜亮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红石缘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妃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21 广州洁亮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然艾娇韵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25 广州伊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荟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31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SIKOU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4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4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4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JDCK-俏颜紧致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49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精妍百集私人定制净肤保湿套盒-私人
定制净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55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丝滑持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丝滑持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丝滑持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小分子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IYUN思韵邂逅活力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76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77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IYUN思韵邂逅柔情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79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研皮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痘研皮
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痘研皮肤肌底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81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皮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痘研皮
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痘研皮肤肌底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81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研皮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痘研皮
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痘研皮肤肌底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81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乳字号大姜滋养修护双剂型洗发搭档-2
剂滋养修护型生姜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82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补水保湿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96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水感修颜BB霜 01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099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博柔丝语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Eitila蜂胶保湿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蜂胶保湿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蜂胶保湿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0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玻尿酸嫩肤净
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20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菁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菁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菁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水感修颜BB霜 02 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3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蓓蒂·格莱宝蚕丝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3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恋爱时光臻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44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舒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雪嫩保湿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雪嫩保湿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雪嫩保湿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WIFT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60 广州茗如鼎贸易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净颜修护精华液+Jeffi 
Carnny石斛黄精精华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6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井泉佳烨红石榴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8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姿色清盈爽逸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清盈爽逸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清盈爽逸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劳兰格净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94
广州香玖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爱时光臻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098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茶树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03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精粹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05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09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Eitila水嫩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1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嫩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1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水嫩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1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俏丽灵眸套灵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1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小C哥酰能修护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20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3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妍琪丽洋甘菊酵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43 广州程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45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可依可恋烟酰胺柔韧养根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5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诗梦迪焕肤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胶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62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丝盾焕颜积雪草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63
广州市面膜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柏斯兰黛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7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诗梦迪润颜植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7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琪丽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75 广州程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娃娃奢宠润肤套-水娃娃奢
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研堂 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1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循环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循环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循环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韵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韵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韵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T美肌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1
广州欧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爱时光润颜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3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天竺葵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2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涵沐梵瓷肌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净肤润透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透皙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方良品 舒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洋甘菊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5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润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6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皇后新妆Queenewgo密罗木赋活水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37
广州市荟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媄肌清润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0 广州品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泊泉雅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深海软毛松藻补水套盒-深海
软毛松藻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47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乎末玻尿酸雨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53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C哥酰能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55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56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Dr.Glamour控油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69
广州市美莉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思黎靓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77 广州澳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拉瓷肌优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7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丝滑修护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 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91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KOUYAN伊蔻妍玻尿酸清肌舒缓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KOUYAN伊蔻妍玻尿酸清肌舒缓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KOUYAN伊蔻妍玻尿酸清肌舒缓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2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02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赛拉拉水光富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水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水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水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1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靓瞳·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2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瑞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35
碧瑞（广州）健康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4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 多肽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45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语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5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62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冰肌亮肤炫彩套-冰肌靓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7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雪颜亮肤套-雪颜亮肤冻干粉+雪
颜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78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肤堂铂金逆龄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语肤堂铂金逆龄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语肤堂铂金逆龄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语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8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卡妆 菩提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85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金钻眼霜 （熬夜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9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妤多肽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98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洁面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399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活碧泉瓷玉肌深度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娃娃奢宠润肤套-水娃娃奢
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妤肌底水弹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09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肌肤护理套盒 香薰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1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ABT逆时空日夜焕颜面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18 广州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套-菁萃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1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雪颜亮肤套-雪颜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2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3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3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3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护理套-美颜靓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3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水光紧致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3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因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4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ABYPEACH蜜宠宝贝 氨基酸清洁滋养洁
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47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清肌酵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54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植物明珠 奇焕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59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度·夜间修护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夜间修护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夜间修护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16#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慕斯绒情哑光雾面口红
325毒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扬丝绒哑光大理石口红 609#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6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铂晶眼霜 （日间防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0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0# 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0# 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0# 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8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8# 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8# 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8# 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7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美希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美希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美希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3#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3#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3#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23# 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23# 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23# 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8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52# 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52# 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52# 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FUZ一级棒透亮蜗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一级棒透亮蜗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一级棒透亮蜗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4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2#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0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2#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0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夏凯琳 润泽魅惑烟管口红 12#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0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七公主 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13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莉丝舒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17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 果酸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果酸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果酸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 雪肌亮肤拉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2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奢润口红 14枫叶红（闪亮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30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UNNY永久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3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6豆沙蔷
薇]封层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3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7香草冰
沙]封层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4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ICO 琉光奢润口红 13车厘子 （闪亮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2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铁皮石斛冰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铁皮石斛冰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铁皮石斛冰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UNNY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7香草冰
沙]水性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5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6豆沙蔷
薇]水性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婵姿 靓润奢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uLaLa魅彩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6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帕芮特丝滑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7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佳烨红石榴玲珑舒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奇妆丽果美肌亮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69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 靓润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7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水性指甲油封层油组合[#18蜜糖
棕]水性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7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涵沐梵毛孔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7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玻尿酸凝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7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1号象牙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1号象牙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1号象牙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透明质酸焕采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8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3号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3号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美颜霜（23号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姬 净透水盈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05 广州仙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美 净透水盈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06 广州仙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萍梵PINGFAN前卫强力哑光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10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娜艾颜温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17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 靓润奢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3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维诗 嫩肤水漾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32 广州仙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36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芯肌靓颜晶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37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晶采水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0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胶原蛋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烟酰胺美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3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樱花公主美肌洁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6 广州丽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萍梵PINGFAN前卫强力哑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7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恒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AIMEIQI牛奶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50
广州市迪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5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菠萝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肤素颜套-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76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7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AVIER植物雪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80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alooe芦荟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81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 舒缓净柔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89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瑾妍氏洁颜美肤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690
广州市博阑特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爱沐时光婴儿肌嫩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0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轻松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丽柔发丝柔长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11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水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水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水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1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朵聚胸部孕养套组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23 广州慕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御净颜清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27 广州御龙轩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生姜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婴儿肌嫩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3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Only Of You 赋活肌底修护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4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御瓷肌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44 广州御龙轩科技有限公司
迦亿水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50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润颜隔离霜（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5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V 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6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伊诗奥至尊靓颜美肤套靓颜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65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本方良品  深海鱼子凝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69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V 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7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The Only Of You 雪颜肌底修护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7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韵美黛中和二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韵美黛中和二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韵美黛中和二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慕娇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84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欧全海洋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背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V 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7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V 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0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美慕娇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0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V 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0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DIV 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1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雅芬 丝蛋白植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芬 丝蛋白植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芬 丝蛋白植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2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瑟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俏丽灵眸套美眸靓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0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HUA XUN ONE华巽一號保湿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4
华巽一号（广州）养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云圣方 舒畅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舒畅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舒畅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黛雅莉斯璀璨亮肤焕彩套-靓肤原液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3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生红颜金致紧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44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红石缘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喧水感透亮清洁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0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传奇舒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1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腹部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曼娜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6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晴紧致亮皙玉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70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LIQJn佰丽千金美肌提亮盈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76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Eitila泉能橄榄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8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泉能橄榄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8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泉能橄榄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85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冰蓝香芬沐浴露.水润蛋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86
广州市梦冰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芙氏马齿苋密罗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97
贝芙氏品牌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发之家量子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98
广州海之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8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收细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收细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黄金收细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恒渼透明质酸多效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4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云圣方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精微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18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V玫瑰天竺葵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贝比卡尔 冰川活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 冰川活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贝比卡尔 冰川活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MEDIV 人参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2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马鞭草酮迷迭香
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1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奇妆丽果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4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uLaLa珠光幻颜双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6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DR.GRAHAM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颜
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7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温润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8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V 桂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3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DIV 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WMAN活美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贞黄金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乎末玻尿酸雨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6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DIV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4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DIV 阿拉伯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5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昼夜节律肌底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5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奥婷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5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5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5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钻石之吻童颜系列套装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62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蔓达魅惑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68 广州穗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基肽- 活肤冻干粉+活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73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基肽- 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77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圣方 草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草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草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1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AOYC 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06
广州悦逅时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昱艳雪域净颜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12
广州顶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宣谷深层补水顺滑魔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欧尔轻肌紧致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22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肽补水修护冻干粉+补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25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芙曼 菊香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2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微芭鱼子酱滋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28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芙曼 活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3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康美肽小肽多效及时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40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EVDIED薇第男士焕活护肤三件套-焕
活护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44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瓷感亮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润目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秀柔水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水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水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胶原修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TIZI缇姿瓷感亮肤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康美肽小肽多效驻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58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水光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圣方 净源舒通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净源舒通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净源舒通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颜蔻血橙光感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4
广州市伊颜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FUZ锁色蜜吻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锁色蜜吻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锁色蜜吻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MAY焕颜套盒焕颜精华液+焕颜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70
广州巴比伦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云圣方 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RAY DR血橙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86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黄金水漾晶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水漾晶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水漾晶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法诗活性肽修护冻干粉（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89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98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98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98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098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ROER可瑞尔哑光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10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肌谜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12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蒂·格莱宝头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1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米莉姿佰草御泥舒活养护套-佰草御泥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1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YZS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22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2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2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2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Crysta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2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MM黄金贵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黄金贵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M黄金贵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YZS镜面水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1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ystal   Collagen Gold Powde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3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婉美肌鲜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4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芦荟鲜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4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old Bio-collagen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旧迷楼 暗香疏影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韵莱多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56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胭柠檬菁萃活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柠檬菁萃活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柠檬菁萃活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OUR CENTURY新生态花萃凝时紧致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63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美眸赋活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75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臀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LAA参肌无瑕气垫BB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08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DR小蘑菇无瑕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0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MS源恩美塑 水光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水光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水光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卡斯缇雅叶绿素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4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贝芙氏母菊花芍药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5
贝芙氏品牌管理（广州）有
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亮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亮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亮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蒲束柔肤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4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EMS源恩美塑 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雪玑秀柔润保湿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柔润保湿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柔润保湿肌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格 雪肌水感三色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2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笛焕颜致美气垫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六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2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澈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澈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澈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璀璨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4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芝灵流金造型眉笔 03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50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烟酰胺抗氧化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5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KISS ME PONY 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62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漫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77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VIEVDIED柔和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87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奇妆丽果美肌水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88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凝采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8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凝采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8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凝采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8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格 焕颜无瑕水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29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润透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0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茹姬 净颜洁肤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净颜洁肤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净颜洁肤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熬夜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熬夜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童颜花蜜熬夜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LAA立体修容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14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护理套-美颜靓肤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劳兰格肌肤畅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27
广州香玖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柔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3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烫染后
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38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专业眼影调色盘 MAG5030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3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专业眼影调色盘 MAG5031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4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资堂洁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4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洁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4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洁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4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滋润弹
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47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TuLaLa八色流光星魅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50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视本草 植萃明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53
广州悦瞳世家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水份修
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59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6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净颜清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63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亮颜焕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6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自然之色珍珠清润光感保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7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77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7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7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80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8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82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 米·多肽活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9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妆印植物补水套-植物水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9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植物补水套-植物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39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逆龄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03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05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06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0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LOVMI闺蜜名妍活性肽驻颜抚纹套-
LOVMI闺蜜名妍活性肽驻颜抚纹冻干粉
组合 活性肽驻颜抚纹冻干粉+活性肽驻
颜抚纹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11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蒽婕贝比多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蒽婕贝比多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1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CAMP 山羊奶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2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多效合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蕾珂美 绿茶清新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7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恩缌琦氨基酸卸洗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氨基酸卸洗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凯恩缌琦氨基酸卸洗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水酷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净衡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水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焕颜净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活力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醒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4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洋甘菊修护补水套-洋甘菊净颜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5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时香大润膏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5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水份去
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60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娜艾颜温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62 广州舜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仕维美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69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水份控
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1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liv Keidy Excellence仕品冰凉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2 广州市高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庄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庄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庄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烟酰胺紧致浓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7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至臻紧颜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7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菁纯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至臻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迷谜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如伊舒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88 广州容光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迷谜纤纤玉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纤纤玉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纤纤玉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至臻紧颜美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AU 焕颜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焕颜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焕颜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至臻紧颜方程组--至臻紧颜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天极元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5 广州香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极元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498 广州香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依柔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02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樺蒂 得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0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碧奥婷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升艾堂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生坊植萃膜粉+植萃分解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1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舒缓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舒缓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舒缓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植萃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植萃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植萃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源道人道养护组合-健源通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3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活力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千姿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微脸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基肽- 维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孕妈妈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孕妈妈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孕妈妈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孕妈妈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孕妈妈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孕妈妈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源道人道养护组合-健源通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48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源道韵道养护组合-韵道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50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源道韵道养护组合-健源通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51
广州千善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沫姿六胜肽紧致套组六胜肽紧致精华
液+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5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沫姿六胜肽紧致套组六胜肽紧致精华
液+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5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沫姿六胜肽紧致套组六胜肽紧致精华
液+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5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谜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谜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1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神清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3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青春驻颜眼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4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美姿平衡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美姿秀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植物美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7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芯百莲暖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81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枝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97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之蔓水养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598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之蔓蜜语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2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活力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秀美四季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粉黛佳人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青春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肩颈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婴氏蚕丝蛋白夏日物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18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蓄元堂五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三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二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五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二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三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润弹套盒-陶丝润弹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29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蓄元堂一号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蓄元堂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these陶丝璀璨倾心润弹套盒-陶丝润弹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2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圣维澳莎优美草本植物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颐姿美黄金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瑞妮尔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雅顿良视舒焕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3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雅顿良视焕彩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4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手足情深）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42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怡养舒畅）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43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焕活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4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阳光活力）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4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和筋堂源动力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源动力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源动力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爱自己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基肽- 维美冻干粉+维美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61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之养依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依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依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蓄元堂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6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泥养道  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71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泊丝 松针养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73
广州欧泊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巨 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汇巨 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汇巨 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乎末玻尿酸丝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04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茜赫本植物精油头发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10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深蓝奇肌奢妍臻透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21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易孚REFOO牛油果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23
广州华诺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定制精华组合-水光
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2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SyaLaa思雅拉爆珠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34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雪缘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49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玉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玉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玉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曜白妍 兰曜玉肌套 兰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橙花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6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觉水薄荷头皮清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初冰爽舒缓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5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玫瑰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60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净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61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丽人春天元御养套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6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元御养套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6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元御养套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6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通御养套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通御养套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通御养套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7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苦参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蛋白弹力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蛋白弹力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蛋白弹力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沐颜华 芦荟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89
广州玉慧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梦得胶 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得胶 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得胶 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卡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05
广州卡贝丽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美肌颜净瑕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12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川之蔓圆润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15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芬升韵紧实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17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颜活氧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19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燕窝三色 光感焕
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24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和时尚冰爽清洁凝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2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英姿婷美草本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2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美肌玉颜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27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思意植萃套盒-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34
广州顶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川之蔓韵养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35 广州蕙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鲜一辈子-舒缓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49
广州思特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尼古罗斯草本净泽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51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COLOUR CENTURY 新生态花萃凝时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53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肌当家水漾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75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京诚艾瑟儿眉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78
广州畅浤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她她公主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81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JDCK-俏颜紧致冻干粉+俏颜紧致溶解液
+俏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84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引阳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89
广州炎紫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汇红颜悦己修容礼盒玫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9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弹嫩雪润肌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弹嫩雪润肌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弹嫩雪润肌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魅御养套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魅御养套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春天魅御养套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柔晶亮全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晶亮全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晶亮全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莹   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15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3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优氧能量套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38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魅主人 黄金原液水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主人 黄金原液水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主人 黄金原液水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语靓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4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慕札持久定妆色乳（眉部）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54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绝代百草舒肌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5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优氧能量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64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肽丽妍优氧能量套能量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6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优氧能量套能量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7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肽丽妍优氧能量套能量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8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肌底黄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肌底黄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肌底黄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优氧能量套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90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Asia Skin深海软毛松藻补水套盒-深海
软毛松藻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9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优氧能量套能量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94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YZK金缕梅舒缓亲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9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氧盈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299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黑莓月桂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黑莓月桂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黑莓月桂叶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迷迭香益发精华液（基础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2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ZK茶树倍爽晶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起绒草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起绒草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起绒草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lamour祛痘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1
广州市美莉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慕桃金娘加州桂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桃金娘加州桂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桃金娘加州桂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优氧能量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芳慕卡普里岛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卡普里岛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卡普里岛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补水保湿清爽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18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EIMEEIYA女神奢宠套复合线雕奢华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22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琳如钰 美钰尊享套美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25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EIYA女神奢宠套复合线雕奢华油II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27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透肌焕眸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28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方园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冰肌亮肤炫彩套-冰肌靓肤沁
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4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IOD柔雾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4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EIYA女神奢宠套赋活植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44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ITMALE护肤型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47 广州美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臻至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6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焕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74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淳善-舒缓丝滑净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78 广州诺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誉方园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方园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佗舒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6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露泉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ENTURY新生态花萃莹亮明眸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3
广州珂兰尚崇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胶原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4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7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莹  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8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拉维水养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099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YZK玫瑰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0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YZK天竺葵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0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 Du韩方风潮牛油果精油萃取水润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0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Jin Du韩方风潮牛油果精油萃取水润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0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Jin Du韩方风潮牛油果精油萃取水润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0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妃莱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萃 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1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ZK积雪草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4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蜜龄 水漾肌蜜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46 广州欧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胶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48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卉颜青春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49
广州丹妮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胶原紧致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5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莹 屑爽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54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水膜润养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62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冠莹 珍珠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63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6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译丝上品黑桑果润养精华液（基础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72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SIOD柔雾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7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深海软毛松藻补水套盒-植物
净化清洁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7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  水润膜润养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77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冰肌亮肤炫彩套-冰肌靓肤沁
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冰肌亮肤炫彩套-冰肌靓肤沁
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9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之春草本醒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193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臻至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0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晶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02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珍草萃 莹润养护套 莹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莹润养护套 莹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莹润养护套 莹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绮24K黄金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3 广州康微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ABY PEACH蜜宠宝贝 去角质嫩滑肌肤
浴盐（牛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8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琳如钰 美钰尊享套美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19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冰肌亮肤炫彩套-冰肌靓肤沁
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2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月颂黄金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颂黄金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颂黄金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圣方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光亮润养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7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套-菁萃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4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微娅头皮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璞皙颜晚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3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玥萃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56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世宝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深海软毛松藻补水套盒-深海
软毛松藻多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79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萃 肩颈舒润养护套 肩颈舒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肩颈舒润养护套 肩颈舒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 肩颈舒润养护套 肩颈舒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296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玥萃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08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世宝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黄金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黄金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黄金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姿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4 广州美飘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伸筋草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玥萃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8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舒畅净化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焕颜玉容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焕颜玉容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丹贝美焕颜玉容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畅活舒爽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温护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温护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温护活力养护套-温护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世宝均衡调理养护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补水护发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补水护发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补水护发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侧柏叶益发精华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2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译丝上品黑灵芝润养精华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4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晶钻童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6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壹滚通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壹滚通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壹滚通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5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兰度寡肽蛋白溶酶+白兰度寡肽蛋白
溶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5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聚春堂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轻丝爽滑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轻丝爽滑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轻丝爽滑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6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柯妮丝丽梦丝优能黄金柔顺王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梦丝优能黄金柔顺王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梦丝优能黄金柔顺王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pm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m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m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春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索雅丝韵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8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盈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盈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盈润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3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丝柔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丝柔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雪烟绫丝柔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莱蔻顺意游柔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莱蔻顺意游柔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莱蔻顺意游柔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娃娃奢宠润肤套-水娃娃奢
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柔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09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娃娃奢宠润肤套-水娃娃奢
宠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1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臀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薇 玻尿酸·深透补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5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水娃娃奢宠润肤套-水娃娃奢
宠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手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手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手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腿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腿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 腿部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挺美方爱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5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维美尊享修护套-尊享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L啤酒酵母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1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艾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艾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艾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柔和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56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胶原修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胶原修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胶原修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冬己  一瓶希望花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1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唯植炫亮彩明眸眼部护理组合--花青素
营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古方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面部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0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顺势轻盈紧致组合-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慕牡丹与胭红麂绒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牡丹与胭红麂绒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牡丹与胭红麂绒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韵妈妈 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己一瓶希望花研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3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涵韵妈妈 舒畅修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舒畅修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舒畅修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套-多肽密集修护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靖妍焕颜逆龄套-焕颜逆龄冻干粉+
焕颜逆龄精华水+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49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0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0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0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迦亿鱼子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4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迦亿头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5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塑颜美肤冻干粉+
塑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痴花萃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痴花萃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痴花萃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1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舒养护调理套-肩舒养护精华油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草本通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草本通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草本通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雅蚕丝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46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迦亿纯粹健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49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TASU她素情书6色眼影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50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大靖妍焕颜逆龄套-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5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大靖妍焕颜逆龄套-塑颜美肤冻干粉+
塑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6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迦亿纯粹护根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64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逆龄套-焕颜逆龄冻干粉+
焕颜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6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澜源至柔水能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67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基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68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T肌肤如雪水动力女神套 清透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7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博薇至臻氨基酸劲量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7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雪莲滋养嫩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雪莲滋养嫩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雪莲滋养嫩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U她素随心所欲6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3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SPRING花漾小香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小香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小香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59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玻尿酸凝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02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03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16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珀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多元人参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玻尿酸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4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豹纹精准极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2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小灯泡逆龄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小灯泡逆龄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小灯泡逆龄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雅玻尿酸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40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基肽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42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高山冰川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4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基肽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4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OUNG科博颜青春长·玫瑰水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缇珀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SU她素情书6色眼影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4
广州蜜糖时代化妆品有限公
司

原之养玫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玫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玫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珀妃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6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深海蓝藻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59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0 广州珂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资堂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基肽肌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6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茴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咏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艾草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4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颈部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85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透肌焕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2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4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韵骆驼奶夜间修护奶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5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夜间修护奶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5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夜间修护奶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5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菲婷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69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标妆 奇焕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奇焕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奇焕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鲜萃玫瑰嫩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套-菁萃靓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骆驼奶润养QQ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8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润养QQ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8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润养QQ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08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柒方水 清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12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比心妈妈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ia Skin深海软毛松藻补水套盒-深海
软毛松藻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14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心妈妈腹部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腹部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腹部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护理套-美颜靓肤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2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心妈妈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透肌焕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1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护理套-美颜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心妈妈动力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动力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动力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拉拉富氧盈润精华膜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3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手部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0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标妆 闪顺湿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闪顺湿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闪顺湿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北美金缕梅清痘套盒-北美金
缕梅平衡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5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妆 歌丽微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歌丽微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 歌丽微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南非芦荟润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5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升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升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升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关苍术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关苍术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关苍术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熏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熏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熏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欧百里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欧百里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欧百里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人参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人参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人参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心妈妈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调理套-柠檬香茅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柠檬香茅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柠檬香茅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甜橙果皮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甜橙果皮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调理套-甜橙果皮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心妈妈净畅焕颜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净畅焕颜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净畅焕颜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茶树足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1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固因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赫敏娜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敏娜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敏娜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76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比心妈妈紧致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紧致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紧致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韵骆驼奶眼部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眼部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韵骆驼奶眼部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2
广州市卡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比心妈妈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美韵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那一抹风情草本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89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心妈妈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植萃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植萃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植萃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79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菁润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菁润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容菁润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0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欧娜慕斯净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3
广州市姬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那一抹风情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4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1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养护套通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养护套通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通润养护套通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美颜靓肤护理套-美颜靓肤柔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因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3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肌肤如雪水动力女神套 烟酰胺水嫩
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4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肌肤如雪水动力女神套 舒缓修护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WEIMASDE蚕丝蛋白黄金线雕冻凝水+纳
米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ASDE蚕丝蛋白黄金线雕冻凝水+纳
米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ASDE蚕丝蛋白黄金线雕冻凝水+纳
米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熹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必火调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69
广州美丝邦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涵韵妈妈 滋养舒润套滋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滋养舒润套滋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韵妈妈 滋养舒润套滋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BYPEACH蜜宠宝贝-祛痘淡印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82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蜜宠宝贝 舒缓滋养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1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面部瑜伽玉颜套面部瑜伽玉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 darcy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唤溶焕新逆龄套- 新颜冻干粉+新颜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 darcy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 darcy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89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美然元动力调理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02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唤溶焕新逆龄套- 焕新修护冻干粉+
焕新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0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焕新逆龄套- 焕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0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正华康腰部养护套-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格 瓷娃娃多肽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2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唤溶焕新逆龄套- 焕新冻干粉+焕新
精华水+焕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3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KADA威卡达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45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PEACH蜜宠宝贝 去角质嫩滑肌肤浴
盐（薰衣草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5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美然安养之道修护套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63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菲兰斯 痘痘清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66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芝维妮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玫瑰亮颜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玫瑰亮颜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玫瑰亮颜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多重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重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重防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美然元动力调理套组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89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春美寡肽血橙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寡肽血橙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寡肽血橙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39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肌源洋甘菊修护补水套-洋甘菊修护
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07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明眸紧实震动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07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083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CAMP 玫瑰丰盈亮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085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肽丽思提亮紧致原液+提亮紧致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094 广东华联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TREE CHADA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 CHADA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 CHADA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洋甘菊舒缓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洋甘菊舒缓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洋甘菊舒缓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nvfy新芬烟酰胺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14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Snvfy新芬烟酰胺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0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Snvfy新芬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3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薰衣草清爽控油细肤水晶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薰衣草清爽控油细肤水晶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薰衣草清爽控油细肤水晶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茉莉补水莹润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茉莉补水莹润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茉莉补水莹润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nvfy新芬烟酰胺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29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Snvfy新芬烟酰胺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36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YMVN修诗曼睫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42 广州碧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玫瑰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49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5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美肌初颜套-美肌初颜冻干粉+
美肌初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6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尔希 富勒烯胎盘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65 广州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韵植语营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67
广州语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眉棱 三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77 广州宸中臣商贸有限公司
芳慕水中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水中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水中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1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细滑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细滑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细滑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己会呼吸无油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3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冬己会呼吸无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26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吉白草年轻肽海藻水库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3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清晨百合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清晨百合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清晨百合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白草年轻肽烟酰胺水光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43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茹生态纳米金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44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白草年轻肽玻尿酸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47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己 会呼吸无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58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萃华浓 寡肽修护清痘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寡肽修护清痘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寡肽修护清痘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韵植语氨基酸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64
广州语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冬己  会呼吸无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65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芳慕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檀道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檀道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檀道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鲸洗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5 广州洁明洗涤制品有限公司
臻妍美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妍美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妍美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骆驼油（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芳慕杜耶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杜耶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杜耶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语焕采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49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3香氛补水丝滑修护护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0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3香氛补水丝滑修护护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0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小黑裙3香氛补水丝滑修护护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06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SPRING花漾风信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风信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风信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1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臻颜水感修护套-臻颜水感多
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臻颜水感修护套-臻颜沁透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臻颜水感修护套-水光肌密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姜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姜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姜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3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芯百莲清悦舒缓套-清悦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42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语焕采明眸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5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明眸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5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明眸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5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金胶原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6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金胶原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6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金胶原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6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媄漮优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62
广州市泓玺盛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JANMII神经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6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天使之想祛黑头绿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璀璨亮肤焕彩套-靓肤美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通润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复活草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雅莉斯璀璨亮肤焕彩套-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7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IYA蛋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IYA蛋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IYA蛋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玻尿酸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玻尿酸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量子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量子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量子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8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SWZLC·凯乐荣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90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净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04595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0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0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0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札持久定妆色乳（眼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08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棉轩时光玉容三件套组-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16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诗洛经典颐养调理套组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韵植语深层洁净头皮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28
广州语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DTDNA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血橙水漾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3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安瓶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安瓶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安瓶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悠朵  玻尿酸水润套— 玻尿酸菁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4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悠朵 玻尿酸水润套— 菁华隔离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5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备长炭净颜补水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备长炭净颜补水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备长炭净颜补水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4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清丝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精油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精油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精油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ST.DORAN 水肌莹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56 广州圣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诗洛经典颐养调理套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2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海藻素温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肤润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4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溪丽　天然海藻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79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草本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草本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草本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6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多肽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0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1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1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1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2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补水保湿四件套-玻尿酸
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33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青春明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42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聆歌研肌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43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彬萱 丁香焕颜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4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彬萱 丁香焕颜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4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彬萱 丁香焕颜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4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修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修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洋甘菊修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润堂草本修护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59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new大米酵母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63
广州市美康辰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爱美日记血橙原液水活能量
五件套血橙原液水活能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6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恋赋颜鲜能量补水五件套赋颜鲜
能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6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Esnew红茶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69
广州市美康辰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尤尼卡复活草水源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71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赋活尊享套装悦颜赋活焕彩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9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美悠朵 玻尿酸水润套— 美目菁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794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芝华 童颜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00 广州普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0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群芳髓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寡聚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18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发康首乌精华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21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NLAA钻石绒情口红99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24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悠朵 玻尿酸水润套— 玻尿酸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28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水芦荟养肤搓泥浴宝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35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3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3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3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至美青春舒净之星-舒净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4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青春精华球+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青春精华球+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青春精华球+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肤润清道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2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凰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一号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二号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5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凰三体养护套-桃仁精油+三体三号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5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羽琪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70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粉丽炫 洋甘菊舒缓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7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蒂洛斯瓷感裸妆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7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悠朵 玻尿酸水润套— 玻尿酸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80
广州市美悠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5集舒缓修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86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5集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88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多效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2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5集舒缓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4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5集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6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5集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7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5集舒缓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899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植物健康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02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蓓爱阿胶植物健康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03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6789琉光奢润凝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0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七水牛奶美肌搓泥浴宝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11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鲜肌速递山金车花焕肤小精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15
广州鲜肌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七水玫瑰靓肌搓泥浴宝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18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1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2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小金钻烟管口红03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2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6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0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2血橙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 水光焕颜净透舒缓套盒-多肽焕
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雪肌莱云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39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4焰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1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小金钻烟管口红05草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3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丽芙洋甘菊舒缓修护四件套-洋甘菊
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4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7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补水修护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8
广州敏杰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佳丽芙蜗牛焕颜美肌四件套-蜗牛美肌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49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赋活美肌四件套-多肽赋活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51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抚纹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清肌柔润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肌柔润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肌柔润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美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64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沁润补水弹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沁润补水弹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沁润补水弹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可娧生态沁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79 广州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樱花粉润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樱花粉润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樱花粉润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美拉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2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雪琦儿烟酰胺焕能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烟酰胺焕能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烟酰胺焕能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恒色轻慕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诗迪娜水光氨基酸急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水光氨基酸急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水光氨基酸急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极光星耀雾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4997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LE KILLER KILLER 子弹口红 AC205 浆
果红 BLOOMING DANGER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01
广州尖叫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LE KILLER KILLER 子弹口红 AC103 豆
沙色 SEXY KILLER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07
广州尖叫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LE KILLER KILLER 子弹口红 AC102 枫
叶红 INTELLIGENT KILLER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08
广州尖叫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LE KILLER KILLER 子弹口红 AC001 深
橘红 JEALOUS ME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09
广州尖叫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LE KILLER KILLER 子弹口红 AC201 正
红色 LOVE KILLER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11
广州尖叫吧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蔓芝菲嫣眼部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0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昔妃魔颜粉黛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1 广州锦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蓝雪 女皇宠爱套盒-女皇宠爱爱洛蒙
情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3
广州春昊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钻石卡入会礼-补水面膜（31周
年珍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31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碧莜琪眼部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32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焕颜精华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35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莉宝烟酰胺水润晶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41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多肽弹滑滋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45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47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深海鱼子菁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0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丽芙多肽眼部精华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6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 烟酰胺透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 烟酰胺透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 烟酰胺透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滋养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58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i 富勒烯燕窝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0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瀑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3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玻尿酸水肌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玻尿酸水肌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色明玥奇迹玻尿酸水肌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璀璨亮肤焕彩套-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 舒缓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69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i 富勒烯燕窝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0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缕保湿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1 广州润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洛斯光感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光盈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4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光盈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4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光盈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4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璀璨亮肤焕彩套-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7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i 富勒烯燕窝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85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奈佰丽星空炫色润泽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098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 净润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0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fA沁透补水保湿面膜[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03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 至尊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1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fA小灯泡焕颜亮肤面膜[烟酰胺]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14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A男士控油补水面膜[黑灵芝]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17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A清透收缩毛孔面膜[金缕梅]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18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A滋养舒缓修护面膜[马齿苋]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22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色膜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28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月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月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月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5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蜗牛奢宠驻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47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51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聆歌紧致焕颜保湿套（聆歌净透润洁面
海藻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52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54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58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丽兰雪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59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LACATHY朴岚深层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60 广州维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talin肤她淋血橙赋活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6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6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66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9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68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OMME玻尿酸补水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70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0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7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微米劲碳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74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8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75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灯泡肌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77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7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80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1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8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6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85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talin肤她淋烟酰胺修护亮肤补水保
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9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鱼籽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9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鱼籽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9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鱼籽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19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戈登曼男士酷吻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1
广州戈登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瓣净透洁面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4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WZLC凯乐荣耀日式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08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氨基酸润色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18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润舍提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29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DME 柏度美 逆龄水光润透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ODME 柏度美 逆龄水光润透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ODME 柏度美 逆龄水光润透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梦冰蓝香芬护理洗发乳·水润蛋白去屑
止痒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34
广州市梦冰蓝化妆品有限公
司

F&M冰川白鱼子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36 广州耀双贸易有限公司
清逗臻活凝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逗臻活凝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逗臻活凝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皙丽人美肌靓肤养护套-美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 清净舒通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清净舒通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清净舒通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肤润百合透皙靓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67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至美悦心之星-悦心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68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贵娇 驻颜多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多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玉贵娇 驻颜多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ONGXI东皙密罗木凝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5
广州爱乐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娇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6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火珠光溢彩润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珠光溢彩润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火珠光溢彩润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8-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8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8-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8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8-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8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7-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7-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sus 花漾炫慕唇膏 07-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29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自己洋甘菊修护水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04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妤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0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樱花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19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XI东皙菌菇肌萃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20
广州爱乐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玻尿酸原液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31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LLMOY奕茉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33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冰晶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3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多肽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0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洋甘菊舒缓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1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LLMOY奕茉蜂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43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备长炭清肌水润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5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靓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LAN魅芝兰星空迷魅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7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摩卡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摩卡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摩卡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LAN魅芝兰玫丽时光甜蜜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1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豆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豆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豆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HIDI梵诗笛凝色水感唇釉（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39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2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4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咖啡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咖啡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立体塑形眉笔（咖啡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5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丝魅蒂花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花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花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IFBKS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法蕊尔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2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蕊尔塑型三合一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2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香芬嫩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30
广州阿道夫健康日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小丑鱼斜刷双头扁芯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3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洛笙小苍兰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39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姿魅 艾叶檀香嫩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4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沐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48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沐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48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沐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48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润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润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润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香贝诗保湿嫩滑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保湿嫩滑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保湿嫩滑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多肽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64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香氛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75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 XUN ONE华巽一號首乌柔亮顺滑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89
华巽一号（广州）养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雯艾尔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4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の韵植物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0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A XUN ONE华巽一號滋润顺滑护发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1
华巽一号（广州）养生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爱漾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漾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漾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羽琪鲑鱼幻彩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05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肌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肌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
肌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柒方水 水润凝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15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物洛曲臻颜修护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1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物洛曲安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2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玻尿酸补水保湿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32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水凝滢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40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清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51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珀妃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珀妃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53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涩珍珠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58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约肤胶原蛋白水晶果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64 广州肤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蕊尔魅惑丝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7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朵娜持久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74
广州希朵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髙柏姿水凝遮瑕蘑力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7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KNK防水眼线胶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81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MKNK防水眼线胶笔（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83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维汉姜头皮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91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IMAGIC 莹润遮瑕粉底液 #1211 lvory 粤G妆网备字201910559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莹润遮瑕粉底液 #1213 Buff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0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莹润遮瑕粉底液 #1212 
Slightly Pink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0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美颜保湿光感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08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美颜保湿光感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09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透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2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透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2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透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2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極古芳红参亮肤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24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瑞兰 FAIRYNATION舒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3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约肤玻尿酸冰肌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54 广州肤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漾烟酰胺安瓶修护补水十件套-烟
酰胺修护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55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赋活尊套装悦颜赋活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馥觐堂水漾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4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光之恋赋颜鲜能量补水五件套赋颜鲜
能量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恋赋颜鲜能量补水五件套赋颜鲜
能量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7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恋赋颜鲜能量补水五件套透亮修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赋活尊享套装悦颜赋活焕彩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6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极光之恋赋颜鲜能量补水五件套赋颜鲜
能量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7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童颜秘笈血橙胶原蛋白五件套装血橙胶
原蛋白养颜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7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水凝滢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7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赋活尊享套装悦颜赋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77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复卿颜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79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靓颜美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8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速可玻尿酸安瓶精华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85 广州海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FED气垫BB霜柔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87 广州卡芙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FED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92 广州卡芙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蘑菇头水光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93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魅丽娅 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94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悦己花容CC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5699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时代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时代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时代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ISICAL伊香谜语悦己花容CC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1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FUZ奢润细腻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奢润细腻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奢润细腻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洛曲臻颜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1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闪烁满天星高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13 广州淘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皙诺小分子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自然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3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DR清爽去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28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丽娅 玫瑰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3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咕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38 广州金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补水保湿四件套-玻尿酸
保湿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42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补水保湿四件套-玻尿酸
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47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48 广州金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补水保湿四件套-玻尿酸
营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49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泽秀玛丽物语璀璨水晶遮瑕防护隔离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58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小气泡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6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小气泡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6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小气泡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6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漾烟酰胺玫瑰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63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爱美日记血橙原液水活能量
五件套遮瑕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6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粉肤儿蛋宝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7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蕊尔魅惑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7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水润透滑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水润透滑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水润透滑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月颂婴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颂婴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颂婴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7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臀部紧致调养套 臀部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冰蓝香芬护理护发素·水润蛋白多功
效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09
广州市梦冰蓝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滋养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滋养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滋养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
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
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
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1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逆龄语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
透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
透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
透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逆龄语焕采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紧致透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紧致透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紧致透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觐堂水漾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27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植萃护肤净颜套-植萃护肤净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3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觐堂水漾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32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觐堂水漾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35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植萃护肤净颜套-植萃护肤净
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3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植萃护肤净颜套-植萃护肤睡
眠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植萃护肤净颜套-植萃护肤按
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玉颜水凝丝滑细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玉颜水凝丝滑细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玉颜水凝丝滑细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美希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美希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美希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蜗牛奢宠驻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5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娜斯水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6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 遮瑕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67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康美肽 安肤舒缓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69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DORIA肌肤平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8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广欧滋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83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聚光彩亮肤尊享套-蔷薇
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8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聚光彩亮肤尊享套-花瓣
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8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水肤润百合莹润水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96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肤润百合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5897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寡肽抗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寡肽抗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寡肽抗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佰卉丝滑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0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碧倩 润颜紧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1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林森黛 多肽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2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多肽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25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自然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33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necare思童健肤百草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34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嫩肤套-焕颜逆龄冻干粉+
焕颜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3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诗梦迪滋养植萃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3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焕颜修护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4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御美芝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57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59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GEKOS欧戈蔻诗肤安舒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77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维愈约会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8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约会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8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约会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8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清润晒后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冰爽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舜佳人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幸福之源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7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舒畅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5999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玉峰连香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02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舒畅平衡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04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 丝素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08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大地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16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黑野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黑野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MUSPRING花漾黑野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JK-ML鱼籽胶原渗透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5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S水光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光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光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娇兰丝曼朵颜茜驻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31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泊丝松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34
广州欧泊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玫     牛奶蜂蜜滋养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36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FRESH SHOP我的美丽承诺芦荟保湿
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37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芙迩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39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如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44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滋养强韧发膜（K2）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滋养强韧发膜（K2）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滋养强韧发膜（K2）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倍润柔滑洗发水（S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倍润柔滑洗发水（S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倍润柔滑洗发水（S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祛屑强韧洗发水（K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祛屑强韧洗发水（K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祛屑强韧洗发水（K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 还原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 还原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 还原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安娜儿绽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75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兰丝曼烟酰胺逆时光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77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如玉24K黄金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86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臻顺蛋白酸 粤G妆网备字2019106094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森黛 牛油果特润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0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舒缓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6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抹抹舒草本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植萃幼肌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植萃幼肌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蛇油美菊套-植萃幼肌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JAREN活泉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94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格优品多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198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兰丝曼烟酰胺逆时光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08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爱美日记血橙原液水活能量
五件套血橙原液水活能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2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爱美日记血橙原液水活能量
五件套血橙原液水活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2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玫氏 头发纤维定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32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ALFAWN黎媚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39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KE丝柯赋磁场·丝滑镜面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44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KE丝柯赋磁场·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45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KE丝柯赋磁场·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48 广州尚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约冻龄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约冻龄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约冻龄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62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达速可红石榴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63 广州海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思梵摩登挚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68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MIR冰川小分子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70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氨基酸精华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7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梵谜系列 谜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74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De Riaz 德瑞姿沙漠玫瑰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0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BKS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1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1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1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金腾丽草本植物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腾丽草本植物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腾丽草本植物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8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魅诗宝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90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92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婉能量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 诗卡奴玻尿酸补水套装-玻尿
酸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298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琳维儿隔离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0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水汪汪滋养水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1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芬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15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FBKS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IFBKS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1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太上御姿灵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2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裸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25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棉轩时光玉容三件套组-塑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26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视黄醇多效护理眼部套-视黄醇
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28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惠氏小狮子 香茅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34
广州惠氏宝贝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欧博尔新肌水立方套组-亲水胶原基质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4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深蓝奇肌奢妍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49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蒲泉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58
广州阿道夫健康日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伊莎蕊至臻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61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68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视黄醇多效护理眼部套-视黄醇
多效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72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舒佗 舒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80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草本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81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 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87
广州市南大医美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欧博尔新肌水立方套组-精华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9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新肌水立方套组-基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39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蒲泉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06
广州阿道夫健康日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欧博尔新肌水立方套组-角质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0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多肽贵妇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13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参光泽靓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1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臻粹焕采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17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妮兒 皙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2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新肌水立方套组-肌层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2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30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聆歌肌透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32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视黄醇稀世铂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3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臻粹焕采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38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蕊至臻康魅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4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黄金嫩滑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44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 冰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4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臻粹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51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芝雅 海藻弹润柔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5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聆歌保湿臻颜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63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65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蛋白酸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66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霜-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6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彩皇特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71 广州金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吖贝乐植物精粹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74 广州市贵海商贸有限公司
林森黛  玫瑰水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7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 保湿紧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8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洛笙小苍兰香氛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86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臻粹焕采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494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丽娅 金尊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05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调肤乳5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1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洛笙小苍兰香氛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18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ar Day酵母活粹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酵母活粹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酵母活粹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洛笙小苍兰香氛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4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玫瑰水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6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玻尿酸血橙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28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煊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35
广州市文琼量子科技有限公
司

肌动诗华安肤多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37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ar Day复合多肽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复合多肽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复合多肽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 OPEN泡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1
广州卓逸时代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娜威丝氨基酸浓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2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ar Day羊胚胎素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羊胚胎素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羊胚胎素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烟酰胺雪润嫩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烟酰胺人参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49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烟酰胺御龄活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5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56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纬生堂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5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ELIFE粉色诱惑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60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Dear Day复合玻尿酸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6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复合玻尿酸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6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Day复合玻尿酸单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6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丽娅 紧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70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74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美肌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0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魅丽娅 金尊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7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自然多肽蛋白紧致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89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姿魅艾叶檀香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9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自然复活草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598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臻萃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0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御自然茶多酚清肌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13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自然六胜肽抗衰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15 广州御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诗梦迪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1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菲娅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19 广州火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2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KELIFE激情夜店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25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Na+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30
广州敏杰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SCKIQUEN 诗卡奴玻尿酸补水套装-玻尿
酸保湿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3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悦悦颜瓷肌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35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N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37
广州敏杰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Beauty Coming肌因鲜活溶媒液+肽能鲜
活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41 广州臻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onecare思童山茶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42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姿魅艾叶檀香净柔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4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莱氏 左旋VC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44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Na+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57
广州敏杰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木源秀海岸松祛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海岸松祛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海岸松祛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CKIQUEN 诗卡奴玻尿酸补水套装-玻尿
酸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木源秀生姜鲜榨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生姜鲜榨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生姜鲜榨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洋甘菊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6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白桦树补水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克拉马斯肌源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7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马斯肌源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7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77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当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7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蔓 魔力修颜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79 广州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蚕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80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峰丽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68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森黛  多肽弹力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2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2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黛雅莉斯净肌补水组合-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3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净肌补水组合-水光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3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多肽弹力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39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妮娅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57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妍纯逆时光紧致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妍纯逆时光紧致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妍纯逆时光紧致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蓮花香丹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尚菲司小铺亮颜祛痘盈润亮皙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亮颜祛痘盈润亮皙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亮颜祛痘盈润亮皙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AIYI柏莱伊 1003防水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71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魅丽娅 焕采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77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婷之美清姿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84
广州诗婷之美生物药业有限
公司

魅丽娅 活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8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水嫩倍现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9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时光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799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玺纯寡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01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卿颜水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0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玺纯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0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多莉 姿润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0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复卿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1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丽娅 弹润晶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16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米莉桦树汁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18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水嫩精纯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19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2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魅丽娅 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2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水凝滢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2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焕颜微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32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丝圣黛   牛油果特润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3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雪肌微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38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4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4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4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菲迪克 修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潘沐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IQUSOL 黄金液+俏颜蚕丝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5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澜多美润纹修护至尊套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克霾可莉净透本草液家居套 净透本草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59
广州市铂连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2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光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光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光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艾草植物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7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能量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臻顺艾草植物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75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 精萃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76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蓮花香丹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蓮花香丹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倩 晶钻童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8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亮颜润泽护理套-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8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净肌微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8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菲迪克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8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蒲扑美妆冰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89 广州粉适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IBES优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9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奢颜眼部滋养调理套组焕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92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玺纯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9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素颜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899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复卿颜多效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1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八珍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14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水嫩倍现盈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1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卿颜密集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2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滋养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2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滋养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2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iLuos施洛丝复活草滋养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2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瑞诺植颜青春驻颜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28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花漾美肌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花漾美肌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土方植物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52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仲静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0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汉植调肤水4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桃花水份嘟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69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植养肤水3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营养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营养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营养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MR.BEE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2
广州道夫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汉植润肤水2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净肤水1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7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卿颜微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8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卿颜小棕瓶净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698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祛痘修护套-靓颜祛痘冻干
粉+靓颜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香天御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06
广州市雅昂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0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植萃能量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植萃能量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植萃能量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通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之久养护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之久养护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之久养护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smu可可焕颜套组 可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0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蕊薇儿 腹部护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水润修护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水润修护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安·璐睫水润修护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光感焕亮维他命C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3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光感焕亮维他命C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4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亮颜润泽护理套-亮颜润泽清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4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奢颜眼部滋养调理套组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47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净肌补水组合-水光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5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Coming肌因鲜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55 广州臻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S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58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63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6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90S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67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俏丽灵眸套灵眸应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68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华芝衡舒韵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70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桃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轻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90S腿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81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多莉 植萃荷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8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瑞奢颜眼部滋养调理套组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88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净肌补水组合-密集焕彩水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9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芬妮婴儿抚触山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96 广州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S手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97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净肌补水组合-肌初赋活原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09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桃轻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多肽水光精华套-多肽水光青
春原液+多肽水光多效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0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护发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1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护发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1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护发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1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韻金悦恒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25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褚桃子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褚桃子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褚桃子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青春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2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植润芦荟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3
广州紫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雪清颜慕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瑞诺植颜青春驻颜蛋黄晚霜-膏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37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黛雅莉斯亮颜润泽护理套-亮颜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亮颜润泽护理套-亮颜润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释青春生姜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8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妮娜 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 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 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57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佳丽芙洋甘菊舒缓修护四件套-洋甘菊
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62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丝臻顺草本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69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艾妍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70 广州雪茹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74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瑞诺植颜富勒烯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76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诺植颜青春驻颜蛋黄眼霜-膏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85 广州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蜗牛焕颜美肌四件套-蜗牛美肌
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89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IUMEI青春密码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92 广州运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歌晶准焕亮维他命C粉+晶准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19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Queer Queen肌活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00 广州烽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眼部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兮斯丰盈光泽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05
广州添泓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兮斯柔彩丰润莹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3
广州添泓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MG水润防护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MG水润防护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MG水润防护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赋活美肌四件套-多肽赋活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50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植臻爱美肌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5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玻尿酸保湿精华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65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X沙漠蔷薇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7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3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85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8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黄金蜜蜡丰润哑光不沾
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8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6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89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5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93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4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96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7297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炫彩魅力口红3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00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清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03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草本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06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丽芙甘草舒缓精华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10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蜗牛修护精华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19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28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黄金修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31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颜润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3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4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0S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47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思梵梵系列 梵菲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55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思梵梵系列 梵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58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花颜润宝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6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68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腋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7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西密语 冰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7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舒展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8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8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楷膜 冰肌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0 广州悦植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NGT0N香格顿恒彩魅泽唇膏 520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1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依黛芳娇寡肽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兮斯高清花妍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4
广州添泓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兮斯富勒烯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5
广州添泓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丽芙洋甘菊舒缓修护四件套-洋甘菊
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7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0N香格顿恒彩魅泽唇膏 888 粤G妆网备字2019107399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msln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0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0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0N香格顿恒彩魅泽唇膏 999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0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0N香格顿恒彩魅泽唇膏 B38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0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英恩冻干多肽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09 广州英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10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楷膜 轻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11 广州悦植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蝶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可蕾蒂舒润变色润唇膏表姐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21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芬娜瓷娃娃防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25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瓷娃娃防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25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瓷娃娃防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25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女性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2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嫩红赋活草本导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3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蕾蒂舒润变色润唇膏幸运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31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洋甘菊舒缓修护四件套-洋甘菊
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38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谜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43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紫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紫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紫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潘洣汤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5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5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油性平衡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5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54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欧蜜雪儿梦幻
香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57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秘语花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61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欧蜜雪儿无极
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71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梵公主玻尿酸温感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72 广州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欧蜜雪儿赤霞
橘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73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欧蜜雪儿无人
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76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欧蜜雪儿浪漫
花序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0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名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羁旅】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8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赋活美肌四件套-多肽赋活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0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爱的号码牌-兰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1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爱的号码牌-沁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3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多肽赋活美肌四件套-多肽赋活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4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彦香活泉玻尿酸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5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魅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繁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49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浮生】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0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时光系列香水【韶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0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IKE觅可六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06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白玉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07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XLMZQC润皙活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21
广州贝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SA咪尚富勒烯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31
广州艾美妆医疗美容咨询有
限公司



凯蜜丽秀身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3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GS NICE帝斯莱丝艾叶营养滋润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INGS NICE帝斯莱丝艾叶营养滋润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INGS NICE帝斯莱丝艾叶营养滋润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59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sln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6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珍睿天女木兰滢润多肽靓肤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66
广州扬梦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舍隔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71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颜堂草本精粹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74
广州艾美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ln茄红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7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合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8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金盏花驻颜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8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水凝滢透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8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XLMZQC身体肌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92
广州贝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梦幻精灵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93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何济堂生姜健康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95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迷情花语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59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妆巢玻尿酸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11 广州妆巢商贸有限公司

高柏姿玫瑰驻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1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童话村富勒烯补水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18
广州微联盟大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媞纳斯户外保湿防护套装-亮彩保湿修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烟酰胺臻萃龙血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30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童话村寡肽素颜修护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36
广州微联盟大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雀宁济州岛复合海藻青春痘皮肤专用洗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39
广州市碧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宁南美洲山布枯痘肌整体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40
广州市碧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LMZQC紧肤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42
广州贝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宁美国库拉索芦荟精准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44
广州市碧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尚代颜补水滋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46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OGEKOS欧戈蔻诗倍舒修护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48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雀宁澳洲茶树精油密集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53
广州市碧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尚代颜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54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植萃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6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奢臻透裸妆控油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70 广州三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酵素紧致微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7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 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7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huaxiu瓷花秀复颜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81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LL净透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8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碧莜琪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86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蜗牛奢宠驻颜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9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蜗牛奢宠驻颜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9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粤涛植物洗发液(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97
广州承福建康洗护用品有限
公司

水靓颜焕采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69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芮诗臻宠焕采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0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靓颜水咚咚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0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温润舒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0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洛斯缤纷水润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1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芙曼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1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查芙曼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1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查芙曼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1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至美青春舒畅之星-舒畅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38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至美青春舒畅之星-舒畅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4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蒂海偲至美青春舒净之星-舒净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4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灏媛复颜焕彩莹润套盒--复颜焕彩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53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奇迹姜艾精华液-姜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59
广州市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贝泉红石榴户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64 广州苏贝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奇迹姜艾精华液-艾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66
广州市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黛丝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69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水靓颜富勒烯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7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涛植物洗发液(男士女士)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86
广州承福建康洗护用品有限
公司

GOKOTAS氨基酸丝蛋白洗发乳（去屑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氨基酸丝蛋白洗发乳（去屑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OKOTAS氨基酸丝蛋白洗发乳（去屑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3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077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多肽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00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慕漾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05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滴石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0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漾 胶原蛋白线雕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22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真熙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24 广州真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集密集水源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26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UI卧蚕高光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29 广州市白云东洋丽化妆品厂
班美宜清爽祛痘三件套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35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色黑钥匙光影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4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多肽抗衰嫩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52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丝语SIYU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丝语SIYU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丝语SIYU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佳芙迩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58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香源韵美精华乳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1
广州黛香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御方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欣兰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欣兰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欣兰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XLMZQC淡纹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67
广州贝莱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容颜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70
广州尚容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珈觅美肌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77 广州珈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草舍黄金玻尿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78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至美悦心之星-悦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87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米欣玻尿酸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10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汇草舍黄金玻尿酸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13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汇草舍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19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汉代人润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代人润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代人润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氨基酸丝滑补水蚕丝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28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RKY海藻玻尿酸奢养轻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30
广州市白布兰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MEKINE劲能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35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经典淡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36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洋甘菊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4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颜御方人参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5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人参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5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人参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57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韻金悦恒时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73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舒润嫩肤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舒润嫩肤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舒润嫩肤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国芳华 活元素身体护理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75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雪净妍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塑颜逆引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韻金悦恒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5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第燕窝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8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新韻金悦恒时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89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 LADY-BODY & BUST ENHANCE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LADY-BODY & BUST ENHANCE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LADY-BODY & BUST ENHANCE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1079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SOD蜜(貂油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11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青蚨螺旋藻植萃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2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温润舒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3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蚨螺旋藻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4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蚨螺旋藻植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5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SOD蜜（花蜜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64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套盒冻干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套盒冻干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套盒冻干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Fionamerry雪肌玉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4 广州森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莲子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5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7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TTM她他美 多重防护童颜亲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TM她他美 多重防护童颜亲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TM她他美 多重防护童颜亲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魅丽娅 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8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燕窝酵母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8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草萃舒缓养护调理套装舒缓滋养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86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舒缓养护调理套装舒缓草本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87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植物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97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魅丽娅 清爽净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098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 凝时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0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草萃舒缓养护调理套装润养草本精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05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霏沁多肽丝滑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0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萃季水漾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0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草萃舒缓养护调理套装动能草本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09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花养修护调理套装舒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0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花养修护调理套装花养修护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2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花养修护调理套装舒养草本精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3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花养修护调理套装密养修护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5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花养修护调理套装活力花养调养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7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蚨莹润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1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甜蜜爱恋嫩滑柔亮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甜蜜爱恋嫩滑柔亮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甜蜜爱恋嫩滑柔亮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素靓亮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2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光采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31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植物草本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36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蚨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4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能子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芸·养通畅之源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46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植物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55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植物草本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2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丽雅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3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羲肤妍保湿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4 广州然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丝滑魅惑滋养舒缓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丝滑魅惑滋养舒缓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丝滑魅惑滋养舒缓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6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丽诗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72
广州甜妆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丽诗 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75
广州甜妆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宁马达加斯加积雪草痘印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80
广州市碧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奇迹玻尿酸时光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94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onecare思童舒缓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95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韵莲娜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1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柏姿蜗牛奢宠驻颜柔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干
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干
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干
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韵莲娜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麦木子水光莹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1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韵莲娜肌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肌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韵莲娜肌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雅调理套-娇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众色平地蘑菇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3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色玫瑰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4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逗控油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4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逗控油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4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逗控油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4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色胶原软黄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52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晶准焕亮维他命C粉+晶准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6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珍草名方  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  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  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2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妃胶原蛋白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0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24K烟酰胺金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07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美肌修护精华液组合-美肌修护
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1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iD 透颜柔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19 广州禧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活草本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2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活草本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2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臻品养护套组---舒活草本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2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英姿飒爽补水保湿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英姿飒爽补水保湿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英姿飒爽补水保湿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塑颜逆引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3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塑颜逆引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4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芳素颜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47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美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4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 红石榴多酚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5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  雪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5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薰衣草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57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 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1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约 六胜肽紧致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润颜保湿漾采眼部精
华液 （Ⅰ清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博尼尔  冰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贝诗滋养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滋养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滋养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6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俪姿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7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琳语修护紧致冻干粉+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90
广州市韩苒美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香贝诗润养顺滑发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润养顺滑发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润养顺滑发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3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寰太草本菁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1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大露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13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寰太草本菁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14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雪莲花补水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33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BP 玻尿酸补水修护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 玻尿酸补水修护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 玻尿酸补水修护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沐梵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7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LSBRAU卡士堡因子护肤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79
广州卡士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赫姿润色美肌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83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源净化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84 广州千邦药业制造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昼夜节律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495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龄胶原蛋白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03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ongzi东滋倍润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07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妍美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21 广州瑞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薇儿 腹部护养能量乳（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45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薇儿 腹部护养能量乳（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47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薇儿 腹部护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49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smu可可焕颜套组 可可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53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Hoosmu可可焕颜套组 可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77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芬蝶 美韵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美韵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美韵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LSD蜗牛原液蚕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蚕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蚕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可可焕颜套组 可可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592 广州成美咨询服务有限公司
兰歆透皮肽嫩肤驻颜冻干粉套装-透皮
肽嫩肤驻颜冻干粉+透皮肽嫩肤驻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01
广州佰诗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微格·卡巴尔奢华炫彩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02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焕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焕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焕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蝶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蝶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邂逅溋润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7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拉微格·K3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8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新生肌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新生肌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新生肌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t.Lydon寡肽亮肤修护冻干粉组合-寡
肽亮肤修护冻干粉+寡肽亮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24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OGO多酚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28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草本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3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蜗牛原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YINNES佰凝至臻新肽换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44
魅丽（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童话村黑酵母修护换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53
广州微联盟大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  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6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OGO大豆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63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厘岛水感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76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ANTE慕兰婷水润亮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79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美芊磁芊姿玉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90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美芊磁芊姿玉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69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密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01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LINGMIMA逆龄密码奢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04
北京大笨象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Suncolor阳光密码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
-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05 广州雪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纤诺 草本赋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0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金箔美雕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金箔美雕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2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2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植萃花容养护套-腰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2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金箔美雕植因液+EG·SCF丝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2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伊薇洛影儿免冲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26 广州美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ALLLA顺滑盈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2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盈润美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盈润美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盈润美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体贴新概念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7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肤典补水润透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38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ALLLA奢润青春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57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钻姿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62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颜肌密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0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签约女皇雪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雪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雪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MYSELF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SUNMYSELF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SUNMYSELF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芝荟芦荟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彩   丝柔补水王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MYSELF 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SUNMYSELF 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SUNMYSELF 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芙雪肌清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79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花更雨富勒烯植物多肽水光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更雨富勒烯植物多肽水光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更雨富勒烯植物多肽水光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滢润焕活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11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太極古芳氨基酸肌底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16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tlessAnswer 小气泡水 S2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18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小气泡水 S3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21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肌底赋活去角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26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BaiLi聚柏丽艾草菁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3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丝特摩洛哥坚果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36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瑶粹  舒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45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瑶粹  舒活养护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46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姿荟牛膝草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56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姿荟透骨草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61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翁妮香水隐形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64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免洗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6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丝特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75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婉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7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赞生姜养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0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闪赞橄榄丰盈造型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4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Silk full 妍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ilk full 妍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ilk full 妍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翁妮火烈鸟香氛滋养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8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慧丝特深层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90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婉美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9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觅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98 广州六动贸易有限公司
凯膜水光补水五件套-水光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899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水光补水五件套-水光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0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鲜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HouseSerum Pro保湿柔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07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思豪醒肤亮颜血橙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醒肤亮颜血橙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醒肤亮颜血橙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NIPIRI顶头上丝生姜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顶头上丝生姜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顶头上丝生姜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膜水光补水五件套-水光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7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仙人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1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水光补水五件套-水光补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20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ouseSerum Pro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39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EZ燕窝凝时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美利水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6
广州市解小平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EZ燕窝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冻胶干晶萃+玻尿酸晶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冻胶干晶萃+玻尿酸晶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冻胶干晶萃+玻尿酸晶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5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HI氨基酸人参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75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米欣烟酰胺保湿亮肤竹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86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89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华菲妍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02 广州丽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塔 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14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泊蝶净颜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净颜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净颜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木世源 类蛇毒肽红参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木世源 类蛇毒肽红参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木世源 类蛇毒肽红参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2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驻颜舒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29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经缔 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32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DIOGO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34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祉名沙棘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39 广州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祉名沙棘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40 广州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净肤清肌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46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经缔 顺应其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65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MARLOCA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缔 柔情调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6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缔 魅力悦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7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经缔 青春蜜爱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7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本方良品六胜肽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0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姿芊黛逆龄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姿芊黛逆龄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姿芊黛逆龄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2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焕颜修复果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6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缔 正密调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桑忠佳 水光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BEE梦幻女人香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琪丽雅素颜蓝肽均衡调理套素颜蓝肽
溶媒+素颜蓝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6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经缔 柔情调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09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任性新概念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06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凌帆胸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凌帆胸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凌帆胸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美青春老板套-紧肤蛋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1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柏诗   足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33 广州梦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ANZI添姿 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美颜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美颜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颜御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4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5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5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5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正养和童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6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92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舒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196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小黑钻倾城暮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06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彦祺纤连活肤滋养修护套装-活肤冻干
粉+滋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15 广东彦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品美白无暇隔离乳（粉底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22
广东业欣医疗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

荃熙本草草本植萃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27
广东伊兰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鲜果肌 水嘟嘟酵素修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3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新克植萃水润紧致面膜（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2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氨基酸温和洁
净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37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粮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39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粮香薰润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46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face女人花调衡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5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花调衡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5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上项舒缓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5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上项舒缓专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5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上项舒缓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5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多维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纤纤伊人 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2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face多维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多维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花调衡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女人花调衡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上项舒缓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多维四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多维三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6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纤纤伊人腰部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70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提升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71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72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提升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73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海洋夏日防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80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玺欧雅典贵族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87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百草芳菲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88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印第安皇室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89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百草芳菲天然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90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91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玺薰衣草香薰润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92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沐东方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393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 Skin 肌妍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03 国妆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经典香氛魅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1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水润丝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1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雅香兰迪净肤光感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16
广东雅香兰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轻奢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2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深层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2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香氛润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2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香氛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2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五帝上品 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55 广东五帝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花肌源洋甘菊修护补水套-洋甘菊修护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6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焕颜亮肤精华套盒-烟酰胺亮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6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焕颜亮肤精华套盒-光感密集
净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6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薇薇诗妮烟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75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净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77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黛施丽人 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79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黛施丽人 马鞭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83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荟媄肌莹润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84 广州品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蝶变女神柔嫩娇俏胸部韵馨套装-积雪
草柔嫩娇俏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86 广州膜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探月 马鞭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93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薇薇诗妮葡聚糖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95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荟媄肌辅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98 广州品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植萃舒活系列神经酰胺修护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499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探月 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00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蒂慕菲斯 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16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芙迩多肽修护冻干粉+修复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17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多重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1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媄肌辅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23 广州品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仁一富勒烯冰感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3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35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懒美主义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4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清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5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年代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54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翼颜净化平衡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63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品创优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净颜修护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89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焕颜美肌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95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肌龄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97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逆龄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599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活性多肽冻干粉+活性多肽冻干粉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00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氨基酸无硅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氨基酸无硅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氨基酸无硅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薰衣草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薰衣草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格萊亞薰衣草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必柔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34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锁春 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35 广州锁春服饰有限公司
领格 清爽丝滑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41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滋媛 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46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uLaLa酷炫蝶彩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48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发必柔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3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IANf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开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开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开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6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6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6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TuLaLa炫黑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64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花肌源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6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婕露絲 多功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79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颜佳宜黄金鱼子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8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资御颜 御颜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691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08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蓝苗瑶浴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 水光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20 广州凯耀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皂大师补水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22
广州皂大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卡鱼角鲨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蝶密码富勒烯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27
广州迪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FUNI皙芙妮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3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4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4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4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 皙芙妮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48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美肌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4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5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6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娇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姿荟舒养植萃元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69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姿荟益正修护肽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73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富勒烯赋活冻干粉+富
勒烯赋活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8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玻尿酸沁透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86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净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净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净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郑远元宫廷桑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7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宫廷桑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7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宫廷桑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797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FUNI皙芙妮小麦胚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03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痘肌修复凝脂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1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BHFXT植萃臻颜面膜（靓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22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3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私人订制肌肤管理小分子胶原
蛋白肽套盒 小分子胶原蛋白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3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私人订制肌肤管理小分子胶原
蛋白肽套盒 小分子胶原蛋白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3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私人订制肌肤管理小分子胶原
蛋白肽套盒 小分子胶原蛋白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3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BHFXT植萃臻颜面膜（紧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59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BHFXT植萃臻颜面膜（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64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8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燕窝素透亮雪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8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苑堂草本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89
广州提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GEKOS欧戈蔻诗倍舒修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894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施一童话柔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01
广州木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Kr24K黄金补水亮颜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益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益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益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rKr玻尿酸清滢补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一童话蜂胶洁颜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4
广州木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Kr烟酰胺沁润亮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1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一童话百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24
广州木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N阿玛昵肌因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芙舒缓修护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33 广州医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易柔水润修护液态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42
广州市卡尔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欧米芙舒缓修护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46 广州医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缔芙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缔芙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缔芙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蜂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蜂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梳颜蜂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觅雅轻盈爆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爆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爆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人约积雪草深度修护营养硅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59
十八岁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EG·SCF金箔丝蛋白美雕套组-EG·SCF
修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099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海藻烟酰胺亮肤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0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诗妍希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0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约深度水润滋养硅素面膜组合----
---美人约深度水润滋养硅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12
十八岁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珍美玉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1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1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玉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1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约积雪草深度修护营养硅素面膜组
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20
十八岁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芯生力金缕梅水活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28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人参奢润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40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清颜净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50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6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6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6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和筋堂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平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觅雅轻盈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人约深度补水亮肤硅素面膜组合---
深度补水亮肤硅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93
十八岁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Girl’S Talk焕颜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097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端粒肽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0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活肤面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0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水润嫩颜套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0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钻石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逆龄焕颜套逆龄焕颜冻干粉+
逆龄焕颜溶媒液+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逆龄焕颜套逆龄焕颜冻干粉+
逆龄焕颜溶媒液+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焕颜靓肤套焕颜靓肤冻干粉+
焕颜靓肤溶媒液+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活肤面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钻石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焕颜靓肤套焕颜靓肤冻干粉+
焕颜靓肤溶媒液+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1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钻石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舒缓修护套舒缓修护冻干粉+舒
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水润嫩颜套水润保湿冻干粉+水
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臻品定制（Ⅰ型）肽美冻干粉
液+肽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逆龄焕颜套逆龄焕颜冻干粉+逆
龄焕颜溶媒液+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2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水润嫩颜套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舒缓修护套舒缓修护冻干粉+
舒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水润嫩颜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薄光感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薄光感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轻薄光感美颜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3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ing娜婷心肌控油晚安粉饼#25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48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ing娜婷心肌控油晚安粉饼#23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49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ing娜婷心肌控油晚安粉饼#2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51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ing娜婷三色定妆控油散粉#0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52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ing娜婷三色定妆控油散粉#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53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oring mist色彩迷雾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70
色彩迷雾（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圣蜜姜艾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80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BRANLGSE璀璨星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8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己一瓶希望花研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83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雅妃德轻盈控油定妆粉#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19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Jeffi Carnny 多维优化眼部组合-多维
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04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柒方水 紧致精华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3
广州金肽原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Bird 玫瑰鸟灿烂星光慕斯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8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AQ BONING水漾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19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芭碧沐浴露(香水百花)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28 广州露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衡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衡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衡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ILYNN daily nourishment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YNN daily nourishment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YNN daily nourishment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美肌仙人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4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6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嫁接组合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67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暨亣臻品臻品沙龙体验套保湿活肤面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7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臻品定制（Ⅰ型）肽美冻干粉
+肽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7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舒缓修护套舒缓修护冻干粉+
舒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焕颜靓肤套焕颜靓肤冻干粉+焕
颜靓肤溶媒液+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7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臻品定制（Ⅰ型）肽美冻干粉+
肽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7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粒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水润嫩颜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水润嫩颜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Q BONING水漾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90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2#砖
红色艳压群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92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1#高
贵红奔放迷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10297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3#宫
墙红知性温柔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02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空气暮光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0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5#蜜
枣红水嫩自然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04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7#酒
红色稳重成熟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05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复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复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复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4#正
红色气场高冷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13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魅色水漾口红06#樱
花粉橙粉密码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17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原之养檀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檀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檀香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恩燕窝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40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之养薰衣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薰衣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薰衣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XceDia花青五谷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56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基肽- 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60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冻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72
韩冻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藏丽迦藏密舒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7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丽迦藏密舒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7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丽迦藏密舒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7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琳如钰多肉植物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82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絲棠植萃修护养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87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ISHINUO艾诗诺 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89 广州楒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如钰密集锁水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90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JAREN桑元素清爽植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0394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礼当家水润植物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01
广州市礼当家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添枝 焕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11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塑康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塑康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塑康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元基肽-均衡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2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美肌之谜线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0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罗兰希小麦真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3
广州舒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元基肽- 均衡亮肤冻干粉+均衡亮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4 广州元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泉玻尿酸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玻尿酸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玻尿酸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三色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6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多肽修护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多肽修护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多肽修护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3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芳醇洁肤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芳醇洁肤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芳醇洁肤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蜜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1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白莲醒肤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2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海藻胶原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4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AYU 慕卡鱼滋润千色孕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8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婧臻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49 广州市佩澜娜贸易有限公司
慕扣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3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玻尿酸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玻尿酸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玻尿酸水动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多肽抗衰去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Lete quiste流光清浅早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58 广州联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护卷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2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青春时光紧致套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添姿色去屑柔亮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去屑柔亮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去屑柔亮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多肽抗衰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8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和筋堂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蓝丽雅安瓶深海洋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489 广州妆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紧致修护面膜组-紧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臻润净透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3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琳娜深层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4
广州仙莲琳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兰春蒲公英水感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沁兰春蒲公英水感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沁兰春蒲公英水感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媚集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之蓝蒲公英补水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仙之蓝蒲公英补水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仙之蓝蒲公英补水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N·A·H 祛黑头绿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2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颜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32
广州迪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文花温和修护眼部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3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ARR 臻致凝彩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34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芭颜丽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38
广州迪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贝堂臻润焕颜嫩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42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 璀璨星钻丝绒哑
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46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am.迦蓝高保湿活性萃取精华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eam.迦蓝高保湿活性萃取精华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eam.迦蓝高保湿活性萃取精华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法欧弟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欧弟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欧弟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6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木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木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木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OU川芎深层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川芎深层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川芎深层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一资御颜 臻金御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1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资御颜 密集御龄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2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资御颜 菩提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3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一资御颜 臻金御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4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SD2富勒烯多效补水透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 水韵轻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紫花地丁屏障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8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富勒烯多效补水透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90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康即保湿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596 康即化妆品有限公司
YU&S逆龄童颜套逆龄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21 珠海妆贝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YU&S逆龄童颜套逆龄童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23 珠海妆贝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存合百草能量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4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雅海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海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海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5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莎蔓补水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58
广州华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维莎蔓补水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61
广州华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维莎蔓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65
广州华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维莎蔓补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67
广州华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维莎蔓补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70
广州华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奈儿豹纹璀璨防水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8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Girl’S Talk玻尿酸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90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Girl’S Talk玻尿酸精华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91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太極古芳蓝瓶润透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696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onecare思童多效护臀套装--舒缓护
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1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DrK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莹润亮肤面膜组-莹润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净肤舒缓面膜组-净肤舒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猪皮果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猪皮果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猪皮果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铂臣玻尿酸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铂臣玻尿酸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铂臣玻尿酸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酵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绿豆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绿豆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绿豆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平滑细纹面膜组-平滑细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清爽控油面膜组-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2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秘笈芦荟快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3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美妮水凝保湿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36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吉萱晶致修颜气垫CC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3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DBD小金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45 广州卓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秘笈蓝莓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4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童颜秘笈红石榴亮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49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童颜秘笈维C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5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橙花补水面膜（欢乐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5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贝堂臻润亮采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59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自动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70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haefn 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7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自动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80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植妍芬玻尿酸肌润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玻尿酸肌润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玻尿酸肌润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人间四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9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资柏氏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79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NIPIRI玉润柔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0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玉润柔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0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玉润柔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0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芮施琳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1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施琳丝柔水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1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古方 植萃舒畅套 舒畅轻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13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Pahken 男士英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18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西铂水润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21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鎏金蝶恋立体深邃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27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UTíSCURA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3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儿妮富勒烯周肌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33
广州娇美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arome致心然甜梦沐浴露（橙花）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41
广州市花蔓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古方 植萃舒畅套 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42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赛古方 植萃舒畅套 轻畅净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60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冰容水漾滋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66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娇人补水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68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普吉海藻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73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菱形三角笔芯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78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焕颜亮肤小颗粒海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焕颜亮肤小颗粒海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焕颜亮肤小颗粒海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81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若馨水光莹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895 广州欧茉贸易有限公司

印象女人黄金贵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0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莹璇柴胡破壁熟化粉膜+柴胡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柴胡破壁熟化粉膜+柴胡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柴胡破壁熟化粉膜+柴胡调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女人海藻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6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AQ BONING水漾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8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樱花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樱花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樱花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0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逆龄时光素颜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1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蔚然 维C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14
广州市蔚然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简蓝鱼子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2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30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上海足蝶芳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45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足蝶芳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45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海足蝶芳香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45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源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59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血橙诺丽果水漾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血橙诺丽果水漾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血橙诺丽果水漾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8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8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8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LHEAL赫芮莲富勒烯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4
广州市华莲再生医学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6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6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6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7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7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7 粤G妆网备字201911099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4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4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4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0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百变眼影05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0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百变眼影07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芜菁血橙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芜菁血橙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芜菁血橙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芜菁血橙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5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百变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6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5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5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千吻固色不沾杯唇膏905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灵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悠灵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悠灵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水嫩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水嫩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誮謎秘嬡水嫩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83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沁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沁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沁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小分子烟酰胺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87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茜素颜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素颜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素颜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美人 玉韵美舒养草本套装-玉韵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4
蕙美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丽佳颜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俏丽佳颜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俏丽佳颜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蒂梦兰药蜀葵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10
龙舌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摩塔丽秀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27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维妮婷绝色光感慕丝眼影腮红 （眼
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2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绝色光感慕丝眼影腮红 （腮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29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塔丽秀海洋珍珠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30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敏黛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32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3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佰苓因美多肽水润蚕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39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6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花之恋微雕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87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清透卸妆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1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4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代·美玻尿酸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代·美小灯泡亮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温和植物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温和植物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温和植物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0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烟酰胺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14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富勒烯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18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水光微精华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27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OHP+肌活修护水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HP+肌活修护水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HP+肌活修护水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蕊姿氨基酸温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3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萃美皙蕾丝骨胶原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44
广州市众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美皙玫瑰花瓣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46
广州市众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美皙玻尿酸多肽冻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52
广州市众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安熙美丽密码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丽密码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丽密码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能量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能量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能量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仓希 透明质酸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64 广州奈仓希商贸有限公司

水光俏黄金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水光俏黄金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水光俏黄金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呼颜本色净满透肌调理套-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隔离霜（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26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OSYMVN修诗曼玫瑰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30 广州碧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33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3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魅惑丝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4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丝绸顺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4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思莉清澄初雪粉底液（薄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46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MAANGE爱琴海恋人眼线液笔(带替换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4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SGAR 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3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奇妆丽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4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古方 能量补养套 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5 广州时珍药业有限公司

LVC玻尿酸莹润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57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NLICS恒莉姿 持久速干浓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 持久速干浓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 持久速干浓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6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 美瞳流畅持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 美瞳流畅持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 美瞳流畅持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7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草本植萃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76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真小果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84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AQ BONING水漾玫瑰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87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多维优化眼部组合-眼部
优化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8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云微冠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蛋白线+黄
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蜜桃芙人玻尿酸超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玻尿酸超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玻尿酸超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深海藻修护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深海藻修护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深海藻修护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芦荟补水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芦荟补水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桃芙人芦荟补水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39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薰香集净肤排浊焕颜套-净肤排浊焕颜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0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皙 小分子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10
广州市功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多效明眸眼部套-多效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1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冠名成国色天香草本调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5
广州美冠名成医院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

春皙轻透无瑕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2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皙光采焕颜致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3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24K黄金烟酰胺原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44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黄金多肽逆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4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善堂臀部精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52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皙 多肽抗皱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56
广州市功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皙 艾地苯醌焕颜新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68
广州市功匠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奥婷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茉莉雅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5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阁兰秀 水感冰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03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 XIAO BAI葵花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 XIAO BAI葵花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 XIAO BAI葵花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利貞堂姜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4 广州华圣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FUZ透皙鱼籽精华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2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芦荟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2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法兰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法兰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法兰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3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玉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4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42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MI婵米焕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4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尽然活力智泡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61 广州尽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多肽抗衰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6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KRNJY侬姣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7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钻石丝绒哑光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8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雅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 钻石黑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9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De海盐头皮洁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98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蔓芝菲嫣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699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01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Sodick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dick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dick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身管家通调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迷娅暖养呵护净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1 广州海莲升商贸有限公司

FRANCERON亲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亲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亲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髙柏姿洋甘菊光感遮瑕气垫CC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髙柏姿洋甘菊光感遮瑕气垫CC霜（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2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SSGAR 烟酰胺银耳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30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兰思佩尔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0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octor De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1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焕颜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仕美隐形遮瑕液(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52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丝顺艾草植物水润发丝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59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水嫩净透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60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Pahken 男士英伦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70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琪仕美隐形遮瑕液(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76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丝滑雾面遮瑕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9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臻颜赋活水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臻颜赋活水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臻颜赋活水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04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毛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23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毛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23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露得姿纳米微分子净化毛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23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麗妍四季遮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27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酵素灌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2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31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铂水感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0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水感修颜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2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水光柔肤呵护隔离霜（水嫩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3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水光柔肤呵护隔离霜（水光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4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63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水光柔肤呵护隔离霜（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72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凡立善光滑紧致咖啡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7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使之想光滑紧致咖啡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8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姬草堂雪漾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胸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验靓颜养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净畅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草堂臀部玉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仁堂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11 广州亿隆化工有限公司

希朵娜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17
广州希朵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贝堂臻润植萃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33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仁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49 广州亿隆化工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亲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亲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亲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嘭嘭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嘭嘭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嘭嘭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安肤冻干粉+安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安肤冻干粉+安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安肤冻干粉+安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活泉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璀璨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5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雅水晶焕彩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水晶焕彩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水晶焕彩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 SONNA清透雾感慕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8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沁颜玫瑰肌蜜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88 广州诺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De茶树精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1989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韩奈儿豹纹轻盈柔焦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0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婷芳 烟酰胺水光肌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13
广州花魔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漾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漾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漾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18 广州市欧伦贸易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安润晶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5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焕颜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5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香天 温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71
广州市雅昂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轻妆透亮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84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本堂植萃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植萃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本堂植萃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IBES优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09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JIYAN米肌妍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02
广州米肌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思语至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04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12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卡莉臻颜紧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1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22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姿魅艾叶檀香净爽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2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芝林玫瑰焕颜靓肤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37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住自然萃取黄瓜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56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菲雅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59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茉莉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欣然堂 尊贵养护套-植萃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2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薄荷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3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一禾三生 唤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一禾三生 唤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一禾三生 唤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6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馥觐堂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69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思语玫瑰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78
广州芊思语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福善堂臀部精华霜（ 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81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omay雅若美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84 快手商业（广州）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霜（ 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87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薰衣草舒缓控油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88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亿莲雅美臀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18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0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赢轻盈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02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0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馥觐堂清舒草本养护套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11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菲雅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14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通·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喜丽颜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觐堂清舒草本养护套平衡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6
广州思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泊尔蛋蛋防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7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17穗鳄鱼油致臻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3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èREX娇美滋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3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 褐藻抗氧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3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ANAiRUi安奈瑞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YZK胶原蛋白弹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利丝 女王粉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54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宜美珂玫瑰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5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利丝 粉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58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庄姿丽人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BEAUTY SHIN老姜蚕丝胶蛋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6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6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妃怡丝 女王粉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70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7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7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7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辞典舒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舒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舒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颐香天 舒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93
广州市雅昂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植炫草本生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29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尔乐 玫瑰心语香薰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依克多因奢宠蕴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依克多因奢宠蕴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依克多因奢宠蕴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净满透肌调理套-净满透肌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肤蜜胶原蛋白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19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修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6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铂蜗牛水凝丝滑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67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颜美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蜗牛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丹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3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04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养康堂能量精华油-排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0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能量精华油-调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08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NGYAN檬颜氨基酸奢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09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卡鱼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1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丹碧晨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12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康堂能量精华油-养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1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净满透肌调理套-净满透肌平
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2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肌底修护沁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26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康堂能量精华油-通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焕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3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香柔香氛修护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0 广州铭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康堂能量精华油-补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玛尼娅 多效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玛尼娅 多效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玛尼娅 多效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全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全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4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奢润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54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芳妮水润透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1
广州艾芳妮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德堂轻盈舒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调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排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凌动力畅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82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通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IN淇美姿草本靓肤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92 广州本颜日化有限公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养 粤G妆网备字201911249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元康四肢养护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0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黄金赋活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2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人参当归驻颜弹润软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3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瑶享套-瑶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4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nat Show克拉秀牛奶亮颜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5 广州市微惠贸易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瑶享套-瑶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6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芭颜丽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19
广州迪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润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21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润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2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净颜控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2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水光亮肤定制精华组合-林兰
润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2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姿生坊祛痘清颜草本膜粉+祛痘清颜草
本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多效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3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水感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3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胶原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39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能量精华油-补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然堂 尊贵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44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颜美金箔-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补水保湿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兰丝曼胶原海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5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Jane朴晶多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6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金箔-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诗韵焕颜树脂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焕颜树脂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焕颜树脂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柔媚舒韵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70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漾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水嫩
修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581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嫚轻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04 广州黛娥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活力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活力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眼部活力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植翠园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植萃净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2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呼颜本色净满透肌调理套-净满透肌修
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3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昔妃 复颜玻尿酸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洛昔妃 复颜玻尿酸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洛昔妃 复颜玻尿酸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FRANCERON焕颜美肌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焕颜美肌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焕颜美肌果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毛发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38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她唯物理深透清肌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640 广东她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美人玉韵美舒养草本套装-玉韵草本
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4
蕙美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凯莎兰德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7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7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7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CUTíSCUR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7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TíSCURA多效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7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苏曼舒缓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8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896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洁白美Gopretty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04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美韵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1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花千嫣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21 广州汉韵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奇妆丽果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26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焕颜溶色专属套 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2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水氧奢华定制套 小分子水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0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凤肌 水氧奢华定制套 双分子玻尿酸保
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2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C玻尿酸莹润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39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呼颜本色净满透肌调理套-净满透肌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4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LVC玻尿酸莹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49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颜草 夏日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5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爱美日记血橙原液水活能量
五件套血橙原液水活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5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LVC玻尿酸莹润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54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妃防护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64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和筋堂小蓝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小蓝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小蓝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iDaiLanKa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8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云圣方 清泉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清泉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圣方 清泉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2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妃怡丝 粉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10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复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田半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7
花之秀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思邈千金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半法国蓝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49
花之秀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花田半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54
花之秀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花田半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55
花之秀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养康堂净清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柔丝语 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 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博柔丝语 蚕丝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幻想爱情氨基酸护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想爱情氨基酸护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想爱情氨基酸护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密仙人掌精华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75 广州闺密商贸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新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80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HèREX娇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9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09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朵妮娜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水嫩透皙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5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妮娜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1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凤肌 水氧奢华定制套 纳米赋活液+肌
肽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22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妮娜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2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EJAREN蚕韵舒缓植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3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人参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3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人参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3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养人参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3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POYAT蜜颜霜（轻奢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55 广州仁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水嫩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62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宝草肌肤修护冻干粉套组-肌肤修护
冻干粉+肌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68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保湿舒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79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奢润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悦诗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96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净亮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19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海密码烟酰胺密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05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ANKOM纤蔻烟酰胺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06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祖堂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卡祖堂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卡祖堂人参萃取洗发液+生姜萃取洗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三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2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冰蓝香芬护理洗发乳·水润蛋白双效
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25
广州市梦冰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毛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  富勒烯优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3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年代VC冻干粉套装-VC冻干粉+VC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37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芯百莲清悦舒缓套-清悦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42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舒堂原生姜汁清爽控油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52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语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语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57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雪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5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青春礼盒 II-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臻亮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1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CK-奇肌润养冻干粉+奇肌润养溶解液
+奇肌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3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7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龙胆草舒缓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龙胆草舒缓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龙胆草舒缓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0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香氛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塑颜逆引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妆初颜烟酰胺亮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烟酰胺亮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烟酰胺亮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86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多效弹力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9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Doctor De毛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95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修俪芙植萃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297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奢颜眼部滋养调理套组焕颜清眸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13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DIALLPHI 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2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颜丽舒缓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23
广州迪琳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ZELLE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44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若蔓灵芝深层修护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48 广州芊若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若蔓蛋白修护精华润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55 广州芊若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光果甘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6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光果甘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6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冻干套 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6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都汉方生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72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79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烟酰胺美肌冻干粉套盒-烟酰胺
美肌冻干粉+烟酰胺美肌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80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修护隔离乳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339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03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发古芳植物酵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08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真紧肤肽淡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15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可娧悦芙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21 广州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D屏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35
芭蕾卡（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Original Fineness Miss Cai植愈深山
茉莉保湿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44 广州爱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平衡油（胸部养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50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姝萱茶树精油去痘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51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冻干套 寡肽修护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5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调·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多宁肩颈背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76
广州富嘉能美电子设备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芦荟水凝滢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81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血橙肌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85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锁
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锁
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锁
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4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颜美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弹润紧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媚儿润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5 广州市菲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媚儿润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6 广州市菲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瑞嘉堂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减龄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减龄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减龄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康莎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4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邦可娧雪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42 广州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平衡调理套-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44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康莎香氛多肽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50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优能亢蓝修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5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锁龄燕燕窝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5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士娇肤纤莲美肌修护冻干粉+纤莲美
肌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苛金蓝莓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1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K-珉恋纤莲美肌修护冻干粉+纤莲美肌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颜美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颜美紧致莹润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yunnuo何允诺赋活多肽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71 广州秀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苛金玻尿酸保湿乳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77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7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韵植语祛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2
广州语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拉丝水蜜雨套盒-芦荟水润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黑尚品多肽丝蛋白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黑尚品多肽丝蛋白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黑尚品多肽丝蛋白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修护隔离乳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3589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古伊美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09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IKOU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1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1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KOU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1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果本萱颜清透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14 广州惠韩日用品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平衡调理套-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调理清浊舒通套-清浊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1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臻奇迹平衡调理御养套平衡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平衡调理御养套平衡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平衡调理御养套平衡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 北美圣草发酵修护套盒-北
美圣草温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29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 祛油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 祛油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 祛油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obGZ欧芭宝典广欧植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33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COSMOSIS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43 广州恒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尚邦蜜恋清爽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6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魅力青春套-青春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67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狄玛士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70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平衡调理套-平衡调理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71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魅力青春套-魅力舒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72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出手不凡玫瑰滋润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88
广东民新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强韧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69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佰源颐养平衡调理套-平衡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0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多肽抗皱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2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蒂雅多肽抗皱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2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香集净肤排浊焕颜套-净肤排浊焕颜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魅力青春套-魅力青春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8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麦贝嘉滋养深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09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极简颜究植觉茉莉纯露控油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18 广州爱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澜坊植物修颜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49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薰香集净肤排浊焕颜套-净肤排浊焕颜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调理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2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开丽婴儿草本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7 广州健朗医用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紧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富勒烯面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薰香集淋漓畅享排浊套-淋漓畅享排浊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怡丝·女王套-女王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78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MARLOCA蓝铜胜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蓝铜胜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OCA蓝铜胜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奢宠鲜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7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怡丝·女王套-女王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14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灌肤涂抹雪颜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2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2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机珂玻尿酸水光亮颜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27 广州源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可娧雪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28 广州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水氧奢华定制套 苹果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3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净清颐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赋活多肽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赋活多肽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赋活多肽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丹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丹参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修护套组-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歌补水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5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PALISMAN多肽多元熬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64 广州陌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百草温养套-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65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多莉 蜂皇滋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7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PALISMAN多肽多元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78 广州陌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百草温养套-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7C透明质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èREX俏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释青春SHIQINGCHUN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89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红石榴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92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玑芙冰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399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本萱颜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02 广州惠韩日用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水润美肌防护隔离乳（喷雾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0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莜琪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04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18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碧莜琪美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20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21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泪妆玻尿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2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寡肽蛋白水光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27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御源汉坊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37
广东华辰凯太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曲蝶燕窝胶原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蝶燕窝胶原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蝶燕窝胶原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40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源汉坊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310
广东华辰凯太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BENGGRE本格 米·银耳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02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雅香兰迪爽肤润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04
广东雅香兰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Z魅钻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10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藻萃润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25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APLUS白檀精萃亮肤焕颜按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43
广州微立雅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泪妆多肽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4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Bird玫瑰鸟马油深润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51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 卡姿萱慕斯绒情哑光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小黑管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POSE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iisd惢心黛一生一世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iisd惢心黛一生一世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iisd惢心黛一生一世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源颐养调理清浊舒通套-清浊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78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歌尼莎舒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备长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POSE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活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活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活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4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诗露黄金小麦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诗露黄金小麦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诗露黄金小麦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JDCK-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解液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1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你好迷人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4 广州格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你好魅惑丝柔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5 广州格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净透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尊养套组-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竹炭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1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 诗卡奴蜗牛原液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16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P SONNA名媛丝绒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20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颜草净透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2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廿八密码烟酰胺透明质酸钠水光肌靓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28
广州纹饰同盟美容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奈佰丽东方花雾炫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3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薇骨胶原滋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38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4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血橙金致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4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颜草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4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佰丽奢金时尚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5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颜传奇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55 广州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卡仕柔顺补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65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sia Skin 欧洲越桔果酵母水光套盒-
欧洲越桔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597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水凝丝绒
唇膏 正红色#205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09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妍ZHUOYAN氨基酸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11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博士密集保湿精华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16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博士多肽修护水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17 广州牛牛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婷芳  烟酰胺水光肌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22
广州花魔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丝虾青素滢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23
歌丝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花颜润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2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美善胶原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33
广州市康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丽丝富勒烯深透滋养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39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尔维亚塑颜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46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紫妃 紧致柔美组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5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JUNYISHENG防干裂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63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玉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7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京活能养生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7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能养生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7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能养生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7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心殿琉光沐浴露套装-薰衣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94 广州古心殿商贸有限公司
古心殿琉光沐浴露套装-暖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95 广州古心殿商贸有限公司
古心殿琉光沐浴露套装-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696 广州古心殿商贸有限公司

兰宝丽姿水润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0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青春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04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樱萃血橙舒缓亮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0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血橙舒缓亮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0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血橙舒缓亮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0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娇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1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1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1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1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娇妍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2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遇臻颜能量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24
广州尹氏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哑光唇膏A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深层滋养修复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4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可爱净透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4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出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5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沁透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6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伊真奢华润肤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奢华润肤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奢华润肤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EIYA女神奢宠套赋活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6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易排紧致玲珑沐浴按摩套组-紧致玲珑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73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排紧致玲珑沐浴按摩套组-紧致排排
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78 广州欧舒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调理清浊舒通套-清浊净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79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蔻小芊烟酰胺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82 广州创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缔约多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多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多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7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CT水光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0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美生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美生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美生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光亮润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1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芸·养幸福之源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17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玉润冰清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24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魅惑平衡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25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3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调理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37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4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4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4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伊秀深润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42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伊秀靓肤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47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根芸·养密语花园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55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洗发沐浴
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6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根芸·养绚丽佳人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67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水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芸·养玉润冰清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74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芸·养通畅之源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79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èREX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8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亿莲雅柔润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8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芸·养畅爽舒净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2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丽 玻尿酸透润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丽 玻尿酸透润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丽 玻尿酸透润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昼夜节律紧致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麗妍活性多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899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矿物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0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丽丝富勒烯多效提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03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NXUESHA云雪莎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04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丽丝富勒烯多效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09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丝  .  丝光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1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通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1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水嫩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1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莲雅头部护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2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玫瑰靓颜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通养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2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2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肩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暖润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3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D玻尿酸水嫩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37 广州蓝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腹部滋养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回源调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氨基酸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氨基酸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氨基酸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薇黛诗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7 广州谜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胸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4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赢 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50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肩颈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5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腰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5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净通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5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清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5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舒畅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6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7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生物糖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77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8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8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8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冰泉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9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9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9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499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00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0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0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0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洁面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04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时空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时空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玻尿酸时空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2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2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1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2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3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3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7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3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8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4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4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炫彩变色眼影粉P9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4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48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宝丽芦荟胶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64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施妍俪美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66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火焰樱桃12色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69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1 DROP-WHITE冰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70
广州市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溪 海洋补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77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84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即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即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度纱 玻尿酸注氧即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8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の韵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93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营养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095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怡丝·启动套-女王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08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小清米润薄持妆粉底液（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12
清研同创（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峰の韵植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14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植物精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15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热带印记十六色眼
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17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热带黄昏十八色眼
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18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夕阳大地12色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22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肌膜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肌膜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肌膜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3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焕颜养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a Skin 北美金缕梅清痘套盒-北美
金缕梅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永康时光倒流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小清米润薄持妆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46
清研同创（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小清米润薄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52
清研同创（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安薇媛亮肤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53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藻萃丝蛋白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55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璇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5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兰丝曼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58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腹部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66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丽尚大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70 广州金丽尚商贸有限公司
格麗妍活性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75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肌泉 燕窝弹力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76
广州馨唯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TNN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3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fan森梵 固盛培元赋源套 固盛培元
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7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之源全效保湿营养焗油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88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绮玉净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柔黑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5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大美目精准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6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自由畅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舒缓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199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YATCEIOC雅芝寇酷黑大咖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01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S水润雾感气垫BB霜（02#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15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三效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1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蔻遮瑕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1 广州巍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润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28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完美裸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3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LAIYA时尚专用高级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35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畅爽养护套装-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柔滑美颜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6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水光微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59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活力养护套装-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紫妃 紧致柔美组合-臂足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茹韵养护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 无瑕光感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71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紫妃 紧致柔美组合-腰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7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百面女王  倍润无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0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耀眼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DCT光亮润养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净畅养护套-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丝柔幻彩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29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1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源萃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茶树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4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火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木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3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佰花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34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CU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37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慕札浓萃定妆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38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39 广州桐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焕颜养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持久定妆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温润养护套-温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婷凡姿麒麟竭焕颜修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5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坚野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0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复元养护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4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土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舒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舒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舒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6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82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茹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3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fan森梵  臻养活力赋源套 臻养活
力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01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修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修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修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多肽丝滑香氛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美韵舒护套-美韵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19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茹韵草本舒润套-茹韵草本舒
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8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养草本套-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茹韵草本舒润套-茹韵草本舒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茹韵草本舒润套-茹韵草本舒
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2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活力畅爽养护套-活力畅爽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5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蜜韵草本养护套-蜜韵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40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活力畅爽养护套-活力畅爽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4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活力畅爽养护套-活力畅爽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42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蜜韵草本养护套-蜜韵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45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蜜韵草本养护套-蜜韵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48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养护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臀部草本养润套-臀部草本养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2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舒畅植萃养护套-舒畅植萃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臀部草本养润套-臀部草本养
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4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臀部草本养润套-臀部草本养
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5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舒畅植萃养护套-舒畅植萃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7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舒畅植萃养护套-舒畅植萃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8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丰盈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5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背部草本舒缓套-背部草本舒
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2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背部草本舒缓套-背部草本舒
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 诗卡奴玻尿酸补水套装-玻尿
酸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妍梦弹水紧嫩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弹水紧嫩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弹水紧嫩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背部草本舒缓套-背部草本舒
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6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 诗卡奴玻尿酸补水套装-玻尿
酸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67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妍梦睡眠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睡眠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睡眠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4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天使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天使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天使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茁妍ZHUOYAN余甘子雪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2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MORE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WEALLLA茶花修护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6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爱堂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山茶小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山茶小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山茶小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28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蓝甘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3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慕雪清颜慕颜滋养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滋养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滋养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伐啦丽鳄鱼油逆龄蛋白肽套装-鳄鱼油
逆龄金箔喷雾+逆龄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5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2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润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56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Mei Skin 水润丝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02 国妆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品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05 广东凯正科技有限公司
封面丽颜焕采补水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08 广东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赋活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13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雅香兰迪冰肌防护约会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15
广东雅香兰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璇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
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9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璇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润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9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璇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569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NJY侬姣妍修护多肽冻干粉套组-伊美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0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0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修护多肽冻干粉套组-冻干
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0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薷兮水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1
广州旖韵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院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D葡糖苷屏障修护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17
芭蕾卡（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漾斯 富勒烯酵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33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春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金铭 臻纯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金铭 臻纯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金铭 臻纯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 妆前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57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SCA抹茶牛奶护手套盒-抹茶牛奶护
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66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SSCA抹茶牛奶护手套盒-抹茶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76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印章美颜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7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美吧优妮泉氧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83
广州红秀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柏妮奥水光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8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妆氨基酸丝滑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0
广州海兰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淡色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印章美颜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深润修护氨基酸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深润修护氨基酸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深润修护氨基酸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7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海玴轻美乐盈动密码套-轻美乐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06 广州海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爱之缘 傲娇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0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艾草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精纯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1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里目亮眼睛草本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6
广州易目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6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27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MIJIYAN米肌妍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1
广州米肌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净颜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2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3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3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秀美之约套组
西番莲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3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臻粹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36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姿玉颜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45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治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治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4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温和舒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49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润肤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53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尚酷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57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  水光润皙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92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凡芙奢氧美肌修护套迪凡芙针叶樱桃
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02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当家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05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冻干
粉+靓颜赋活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冻干
粉+靓颜赋活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颜赋活修护套-靓颜赋活冻干
粉+靓颜赋活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清颜净肤套-草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2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水氧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纯氨基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纯氨基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纯氨基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颜净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3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动力神经酰胺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4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动力神经酰胺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4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EATRS水动力神经酰胺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42 广州广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植萃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植萃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酵母植萃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 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7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78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TRE 藻蛋白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9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èREX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599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懒妹子一秒柔氨基酸胶原肽柔顺滋养还
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01
广州秀发堂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MIR焕颜亮肤冻干粉套组-焕颜亮肤修护
冻干粉+焕颜亮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06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水漾玉肌套盒 氨基酸水漾清透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0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雪莲莹泽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2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èREX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7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5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8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09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19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氨基酸浓缩香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氨基酸浓缩香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氨基酸浓缩香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莱丽丝滑触感唇线笔 10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1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水光俏氨基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3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水光俏氨基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3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水光俏氨基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3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薇悦心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2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帝卡仕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0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康丽蓉嫣舒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舒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舒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MSD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4 广州医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美芊磁芊姿玉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48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雪莲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50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VDAHOL七天假期米蘭妮植物精油柔顺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53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懒妹子一秒柔氨基酸胶原肽柔顺滋养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62
广州秀发堂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颜魔世佳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拉 红石榴鲜妍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6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
司

HèREX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7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HèREX舒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8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Anomay雅若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6095 快手商业（广州）有限公司
克拉马斯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2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马斯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2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燕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25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精纯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精纯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锦佳人精纯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3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QUSOL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44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深层控油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深层控油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深层控油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温煦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60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男士劲爽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采堂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66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NYMEET臻亮氨基酸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7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古再丽大使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贝尔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贝尔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贝尔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氨基酸滋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氨基酸滋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氨基酸滋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1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帝皇蜂姿赋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09 广州市欧伦贸易有限公司

白几清人参美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11
广州白几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太极养护调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17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多肽赋活果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21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白几清灵芝靓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25
广州白几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丽尚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30 广州金丽尚商贸有限公司
Sunozon寡肽紧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31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抗皱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4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金生红颜金致紧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45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 蜂胶焕采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 蜂胶焕采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 蜂胶焕采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本秘笈邂逅轻奢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邂逅轻奢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秘笈邂逅轻奢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日记 水漾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7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96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玉颜馨笙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297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舒柔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0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Uai红橙巨补水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07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红达炫酷清爽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炫酷清爽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炫酷清爽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Uai深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15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YINI妍伊妮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1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mer Leurre保湿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0
广州赏品奢香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玻尿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3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紫竹微排净肌暖颜套--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5
广州维姿曼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冠军奶爸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军奶爸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2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悦诗鱼子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32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滋养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滋养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滋养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香柏安御廷玫瑰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46 广州市欧伦贸易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野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49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52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几清薰衣草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54
广州白几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菡维生素B5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56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玻尿酸保湿水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58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瑩美姿肌底水弹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67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6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6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6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Okeny's赋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赋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keny's赋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7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颜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颜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颜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8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曼姬芦荟精华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3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复古油头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复古油头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复古油头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4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丝卡贝雅 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6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贝姿臻尚活力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39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丝卡贝雅水动力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00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丝卡贝雅冻干粉修护组合面膜-深层
修护冻干粉+深层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04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0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0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备长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0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草本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草本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草本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仕美舒颜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1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妍若瓷亮肤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亮肤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亮肤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2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诺娃竹萃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33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蒂姆本迦多重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39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新机烟酰胺补水亮肤鲜注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57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拉拉贝斯白天鹅皙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6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圣驾到 颐元舒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NTLE KISS温吻富勒烯臻奢凝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81 广州华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洛 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8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娴祯深层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娴祯深层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娴祯深层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雨蔻樱花补水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95
广州诗雨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燕窝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498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尔茜诗石墨烯奈米肌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15 广州然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娜多24K焕采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25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49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33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VIEMAN歌微曼奢华雾面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35
广州市歌微曼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NJY侬姣妍清颜净肤套-清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3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颜净肤套-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4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5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0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39斩男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1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69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2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NJY侬姣妍清颜净肤套-清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79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7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小金钻惊艳丝滑口红 1989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59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KS水光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光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水光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亮肤原液系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4 RED 
SIG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4 RED 
SIG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4 RED 
SIG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1 ROSE 
PINK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1 ROSE 
PINK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1 ROSE 
PINK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2 PINK 
M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2 PINK 
M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2 PINK 
M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7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玉菡舒缓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1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3 
PICNIC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3 
PICNIC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3 
PICNIC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5 
CHERRY KISS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5 
CHERRY KISS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WATER FIT TINT 05 
CHERRY KISS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8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BXF明眸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598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紧致臻萃套-紧致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诗产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清颜净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7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诗产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0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轩堂草本脐养调理套组滴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  黄金胜肽润颜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  黄金胜肽润颜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  黄金胜肽润颜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嫩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嫩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嫩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寡肽修护粉+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寡肽修护粉+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寡肽修护粉+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轩堂草本脐养调理套组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1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活性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2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奈肤FARENAIVE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30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罗兰玫瑰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32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4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润堂矿物质皮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64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胜美清润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6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吉诺娃马油宝宝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68
广州嘤嘤语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NǒME炫酷定型哑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2#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78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QIANYUKOU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79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薰香集净肤排浊焕颜套-净肤排浊焕颜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1#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3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3#血浆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特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特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特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密集套 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88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4#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90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5#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91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 黄金蜂蜜足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669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璀璨星钻丝绒口红06#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04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1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冰川修护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20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水莹柔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21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自动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2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lasKin莱欣 黑头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25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璇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3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悦心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3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梵氨基酸净透洗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37 广州碧容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微肽中胚层修护套-多肽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3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4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玉菡舒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44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4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护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护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LUMAN肌底真空修护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芦雪集焕颜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6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肌泉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90
广州馨唯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果肌泉 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94
广州馨唯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暨璇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79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塑康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塑康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塑康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佳丽芙蜗牛焕颜美肌四件套-蜗牛美肌
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05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丽芙蜗牛焕颜美肌四件套-蜗牛美肌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09 广州隆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璇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1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卡芙 精华莹润赋活霜（冰爽焕活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18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 方杆立体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2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蛋蛋懒人套组-焕颜肌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蛋蛋懒人套组-焕颜肌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蛋蛋懒人套组-焕颜肌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卡芙 精华莹润赋活霜（温润赋活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3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一抹风情草本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6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黛曼昕姿姿美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48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53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凝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晶透鲜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70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兽热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76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美妍靓肤套-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源按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896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晶透鲜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11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造美净界柔皙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1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AIYINA艾依娜玻尿酸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玻尿酸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YINA艾依娜玻尿酸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ld unt oils Repai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30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澳梵妮
美容美发用品商行

白兰度bailandu 寡肽蛋白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32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玫瑰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婷养护之道植萃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蔓菲婷养护之道植萃套装植萃按摩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黛芙丽爱尚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47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璇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6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鲜活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6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首密码 姜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63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XDAIR柔美纤长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65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美然蚕丝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67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碧丝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70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真奢华多效深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7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奢华多效深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7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奢华多效深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7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滋养赋活护发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滋养赋活护发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香丝魅蒂滋养赋活护发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柠檬物语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柠檬物语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柠檬物语面部净柔套装-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密码 姜艾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5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生红颜金致紧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6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AiRUi安奈瑞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明动自然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璇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699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穆雪舒缓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2 广州圣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沙漠骆驼绚丽6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1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星空薯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1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樱花薯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1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腹部养护套-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卡芙 精华莹润赋活霜（水漾舒活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6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润柔毛躁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40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奈佰丽立体缤纷柔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5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烟酰胺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5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焕颜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6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7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7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抗氧化原液系列-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7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薇悦心小花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7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生红颜金致紧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86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0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舒缓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01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薇悦心高地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0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舒缓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0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孕美诗产后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龙骨养护套-龙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麗妍活性多肽赋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23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六胜肽紧致焕颜嫩肤尊享套-
六胜肽紧致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31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修复原液系列-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亚诗洛姜养调理套组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4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眼视力清新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56
广州裸眼视力保健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姿菲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59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润肌修护安抚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6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宝丽芦荟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66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妍梦 弹润保湿蘑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弹润保湿蘑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弹润保湿蘑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6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6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6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微水光优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7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 Flame Cherry 12 
Colors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84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 Tropical Dusk 18 
Colors Eye 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90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歌黄金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93
广州御永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宝丽樱花香氛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96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圆美国际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19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瑜容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0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0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容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0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02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吧优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19
广州红秀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 天女木兰玻尿酸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1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中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中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馬米樹MEIZZOOM中硬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髙柏姿水凝遮瑕蘑力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苛金玻尿酸美颜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29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 Tropical imprint 
16 Colors Eye 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33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 天女木兰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34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妍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3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牡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0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牡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0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和赢牡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0 广州海梦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玫瑰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 水润遮瑕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53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畅爽养护套-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将维液态精华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74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美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4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细滑粉饼03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素觅雅轻盈草本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草本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草本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芷轩堂熊果苷透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8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爱一生百草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89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细滑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0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动力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1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肩颈养护套-肩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氧调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4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丝●复活草补水修护套装-索丝●复
活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7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丝●复活草补水修护套装-索丝●复
活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297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清新西柚果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00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动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02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omay雅若美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06 快手商业（广州）有限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氧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07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芯 水光臻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0
山上人间（广州）投资有限
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植域芳妍精油护肤套盒-优肌源
凝润保湿霜+优肌源薰衣草精油+优肌源
甜橙精油+优肌源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泉丝滑柔顺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7
广州阿道夫健康日用品科技
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臀部养护套-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米莉生物动力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24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27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红达保湿动感护卷造型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保湿动感护卷造型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保湿动感护卷造型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腿部养护套-腿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美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39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芙丽水立方组合-水润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2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肌妍美肌透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5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颜草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暹罗飞鸟Siam bird Sunset Earth 12 
Colors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7 广州乐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烫染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烫染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烫染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49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方净颜　芦荟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50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背部养护套-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美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5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多维优化眼部组合-多维
优化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65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inaer嫡奈儿黑头导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黑头导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aer嫡奈儿黑头导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7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兽舒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74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艾尚生活套艾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诗洛姜养调理套组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安奈瑞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生红颜金致紧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7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艾尚生活套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8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39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伽惠洁嫚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0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惜娇美妍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诗产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1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活酵母抗衰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1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活酵母抗衰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1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活酵母抗衰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19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D.Dr.better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Dr.better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Dr.better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艾尚生活套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3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舒柔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39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通合一 毛囊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4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弗拉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感能量注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7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玻尿酸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47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妆蓝光焕颜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03
广州海兰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GARDEN六胜肽多重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09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一肩清酸刺柳灵动焕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16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凝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2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肩清金花茶焕活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27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熊果苷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3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贴心散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41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凝彩芳泽唇颊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4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凝彩芳泽唇颊霜04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59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萁美郦丝 多肽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73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拉拉贝斯黑天鹅紧致抚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82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花样胭脂02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9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姜仙邹草本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7599
广州姜仙邹健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天資堂一清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資堂一清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資堂一清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凝彩芳泽唇颊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2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姜仙邹草本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64
广州姜仙邹健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肌妍若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琳娜活性多肽蛋白肌肤修护组合-活
性多肽蛋白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75
广州仙莲琳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多元修护黑磁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7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俪升美紫草艾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85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韩奈儿豹纹惊艳奢养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8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多元修护大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8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9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9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69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依缘瓷肌焕肤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3 广州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焕颜溶色专属套 熊果素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克 强根健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11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怡得舒缓养护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璇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5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R 光感修饰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62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合好 和颜悦色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64 广州市合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3红棕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66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4草莓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6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6锦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0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Kr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之媛 脸部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之媛 脸部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之媛 脸部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清新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清新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清新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Aerides越亮纯臻锦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88
广州美丽自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蒂莲娜唇膏（高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89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阳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阳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XIYAN哚羲妍阳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2鸳鸯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17798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曼尼水润柔丝唇膏 105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00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色之谜焦点丝绒按压唇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03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蒂莲娜唇膏（少女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19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修一叶肌修水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叶修一叶肌修水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叶修一叶肌修水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暨璇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3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追色红魔方-自然流畅持久雾眉笔
（M02#浅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44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Bird 玫瑰鸟马油滋养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4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轻松畅尤御养套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丹-库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70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洲国际诗美品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72 广州绿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I·BI·KA比比卡晶钻流彩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8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BI·KA比比卡晶钻流彩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8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BI·KA比比卡晶钻流彩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8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轩堂植萃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94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丝感轻透美肌蜜粉 02
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898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丝感轻透美肌蜜粉 03
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01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丹-米塔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03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御颜 草本精华液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0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洲国际度品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06 广州绿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VITTI MIRA维蒂米拉蜜光元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11
广州梵臣季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蔻 水漾裸妆气垫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1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HEAVEN越亮水感修容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0
广州美丽自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清爽净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8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舒缓放松御养套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舒缓放松御养套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舒缓放松御养套舒缓放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2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R葵儿牛油果植物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牛油果植物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牛油果植物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御颜 草本精华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丝感轻透美肌蜜粉 01
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垣秀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三线护理御养套三线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背部肩颈草本臻萃舒缓养护套
-背部肩颈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背部肩颈草本臻萃舒缓养护套
-背部肩颈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背部肩颈草本臻萃舒缓养护套
-背部肩颈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御颜 草本精华液Ⅳ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4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御颜 草本精华液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5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源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57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6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6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玲微致珍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6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7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7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7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姬姜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80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妍若瓷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碧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4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79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源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00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宝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1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2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2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2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4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4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4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念婴儿无比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49
广州市秀逗丫婴幼儿用品有
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他命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他命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他命C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VC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5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茵婷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62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6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6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6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香蜂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香蜂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香蜂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胶原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8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胶原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8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胶原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8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曼奢养菁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雪莲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雪莲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雪莲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0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姆本迦臻萃滋养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05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润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2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灌亮肤水润美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3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肤源盈润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盈润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盈润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水光富氧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1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洛琦鳄鱼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2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蒂芙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梵蒂芙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梵蒂芙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2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雅貌星空炫彩纤长睫毛
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27
广州小黑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嫣然贝佳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31
靓多多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轻松喷 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3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松喷 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3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松喷 活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3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依缘瓷肌精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57 广州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依缘瓷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58 广州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依缘瓷肌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61 广州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垣秀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垣秀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靓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靓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水焦点套盒-多肽焕颜靓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1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0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诺妮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诺妮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诺妮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Ki  摩登艺术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15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红魔方-魅黑柔滑防水眼线液笔
（Y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17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32)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21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31)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22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24)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23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23)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24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妃德轻盈控油定妆粉#2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2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希瑞妮雅 苹果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苹果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苹果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34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凰窈窕美人套-窈窕美人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4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也西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44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木源璀璨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6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洛克泰迪 婴儿 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828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束水集 水之语雾珠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21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婴儿舒爽热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27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花季颜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3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束水集 海洋之心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33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 海洋之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37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膜小妹  美颜排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3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赋活净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44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彦祺纤连逆龄滋养修护套装-逆龄美肌
冻干粉+滋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49 广东彦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纤伊人腰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53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锁龄燕燕窝蚕丝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锁龄燕燕窝蚕丝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锁龄燕燕窝蚕丝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碧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63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GH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77 广州臻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愈沁润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沁润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沁润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3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inerFresh氨基酸净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inerFresh氨基酸净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inerFresh氨基酸净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丽肤苦参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38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臻皙莹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4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玫瑰舒缓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4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舒缓修护亮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5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臻皙精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5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臻皙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5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鼠尾草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5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积雪草修护紧致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5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RKY海藻玻尿酸控油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60
广州市白布兰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鼠尾草水润舒缓洁颜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7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水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水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水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舒护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舒护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舒护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植萃舒护套-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紧致草本套-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森娜儿木槿花轻盈亮泽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498 广州道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芦荟舒爽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0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姆本迦焕颜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09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HSD粉红丝带臻爱养塑套-多肽韵美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20
广州粉红丝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臻顺艾草植物水润发丝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22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凝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2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丰韵舒活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2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兆行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兆行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兆行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妮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34 广州宠妮商贸有限公司
泛美堂美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美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美堂美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tila精油元素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精油元素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精油元素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3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五肽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五肽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五肽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49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嫩保湿去死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58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健康之谜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6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健康之谜俏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7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伊美品汇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7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玉菡角鲨烷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85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肌活颜美肌套 活颜美肌素+活颜美肌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87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abos奥勃施蛋白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599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DOEQIVE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05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芙丽爱尚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06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雨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07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12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芙丽爱尚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13 广州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1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抗皱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1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2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蔻玉兰亮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34
广州玉鑫商业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萁美郦丝健发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42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方良品 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5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草本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5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asKin莱欣 水漾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58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娇玲美益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娇玲美益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娇玲美益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姆本迦臻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76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保养乳肌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8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保养乳肌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8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莎香氛多肽护发酵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93
广州康莎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01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零创橄榄油修复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13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清润滋养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2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之谜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2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御姿荟虫草舒活肽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4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坚果油滋润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54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肌当家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78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奢宠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84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海堂青瓜汁漾浸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87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俏丽明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88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集海堂胡芹深层皎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90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蔻多肽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798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肤坊玻尿酸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01 广州忆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靓颜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19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素觅雅轻盈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集海堂菁萃臻颜宠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31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蔻玉肌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34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保湿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保湿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保湿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温暖通调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4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肌底修护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肌底修护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肌底修护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鱼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5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幻组合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5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赛拉拉软黄金宠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7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老公柔肌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88
广州亿尚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思佩尔活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892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艾芙言洋甘菊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0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六胜肽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10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1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娇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1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艾芙言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1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娇美滋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1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蓝甘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2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膜剑活性炭草本植萃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37
广州新英姿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膜剑24K黄金草本植萃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41
广州新英姿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赛拉拉富华宠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4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玻尿酸水光盈润保湿尊享套-
玻尿酸润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61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XIMANNUO洋甘菊舒缓修护美肌尊享套-
洋甘菊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63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仙之美芦荟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69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 优畅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7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贝芝类人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72
广州金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熙世家玻尿酸三合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78
广州博熙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淇儿净颜嫩肤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1
广州伊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牛油果精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水滋养补水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润光玫瑰紧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光感珍珠海洋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 悦畅热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维他命水动力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8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贵妇黄金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贵妇黄金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贵妇黄金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8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Pure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 杏花精华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可爱复活草水活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可爱积雪草修护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10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厚姿 盈润修护冻干粉+盈润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16
广州暨创科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18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祛痘护理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2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2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海茴香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37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手足皲裂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39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手足皲裂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39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束水集 七分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40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 水之语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41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膜剑石墨烯植萃多效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50
广州新英姿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花津浦中胚层修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5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赛拉拉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6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眸焕颜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69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华宠肌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7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8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EN医美恩 玻尿酸多肽修护水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88 广州医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妆 婴儿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89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MUKETI慕可缇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09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肤美桐 洋甘菊舒缓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05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X·S润颜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13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深层补水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2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优畅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4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4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施夫氨基酸香体舒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48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5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5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5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UKETI慕可缇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5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舒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5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BATUREL男士舒爽净润活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60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悦畅热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纤媚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7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纤媚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7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纤媚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7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 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
颜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176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烟酰胺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24K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海藻保湿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丑若天仙灯泡肌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5
广州悦享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亚麻籽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芦荟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金箔红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8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4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洋甘菊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54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60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寡肽补水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6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62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63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美肌致柔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73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净颜氧肌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75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塞维丽娅蜗牛原液逆龄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82
广州市康美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丝盾焕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292
广州市面膜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蔻粘多糖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03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 肌底赋活修护套-焕颜
水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07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桂氨基酸草本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0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六胜肽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琦儿六胜肽蛋白精华液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六胜肽蛋白精华液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六胜肽蛋白精华液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洋甘菊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琦儿水光蜂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水光蜂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水光蜂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2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血橙水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血橙水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血橙水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红参精华保湿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红参精华保湿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红参精华保湿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琦儿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氨基酸爆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氨基酸爆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氨基酸爆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玻尿酸安瓶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玻尿酸安瓶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玻尿酸安瓶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铂金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铂金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铂金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卿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4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园竹语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4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婭水凝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48 广州市慕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婭积雪草多效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49 广州市慕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婭多肽修护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50 广州市慕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婭熊果苷沁透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52 广州市慕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Age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55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叶子草寡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5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5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zhy美妆研氨基酸水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61 广州美妆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臻萃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68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V奢润臻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71 广州华胥网络有限公司
O`RLG血橙水润亮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7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亮肤净澈烟酰胺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7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水润净颜玻尿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TUREL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83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元美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元美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元美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修护组合家居套盒-
瓷感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9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铂金奢钻耀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39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细嫩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0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细嫩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0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细嫩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0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丽芙氨基酸舒缓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08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补水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1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赛拉拉小魔盒黑金墨藻优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2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2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八岁印象 浪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30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31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滋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32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33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瓷肌盈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3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丝圣黛 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4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之美芦荟植萃精华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45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弹润紧致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46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鱼籽胶原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1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6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草本精华膏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雪颜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60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6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6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屋妍植物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6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眸赋活臻养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69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之美 芦荟植萃精华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83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妍梦 焕彩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8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焕彩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8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焕彩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8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竹丽颜 透明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90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莱丝彩虹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94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96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rpa温和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499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拉拉水光富氧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5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4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5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能量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5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8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09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3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10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弹润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1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色薇海洋之泪滋润锁色口红06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13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名正颜顺鲜活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18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之吻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20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柠檬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柠檬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柠檬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嫩模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27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 （清新奶茶红
MILK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 （清新奶茶红
MILK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 （清新奶茶红
MILK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蓝调复古红
Retro)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蓝调复古红
Retro)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蓝调复古红
Retro)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oBrand  ToMe 口红(杜博尼酒红
Dubonnt)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杜博尼酒红
Dubonnt)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口红(杜博尼酒红
Dubonnt)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青春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4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格 肩颈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妮格 肩颈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妮格 肩颈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口红（风情萝卜色
Carrots)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口红（风情萝卜色
Carrots)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口红（风情萝卜色
Carrots)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悦 醒肌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8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妍芬玻尿酸水润娇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玻尿酸水润娇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玻尿酸水润娇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珊瑚粉蜜亲肤眼影盒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俏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2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雪颜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85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活性多肽紧致眼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92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秘瑟无暇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9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599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0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igirl俏好看单色偏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12 广州艾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拉富华宠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1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雨溪 赋活养护修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赋活养护修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雨溪 赋活养护修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原之养茉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茉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茉莉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r.Caiyang植物精华美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2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透润燕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35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密集套 精纯修护摇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3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氧肌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38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雪嫚男士清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男士清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雪嫚男士清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抚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46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滋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48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海堂菁萃臻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57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瑞优丹美肌亮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61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丽人御方青春定格焕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致臻魅色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7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倾色暮光纷泽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7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P绝色魅惑金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7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P奢华魅力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7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P迷雾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7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竹丽颜 水晶之吻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80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眼采润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88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氧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89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臻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9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 靓肤调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94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6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海堂菁萃臻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06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拉拉洋甘菊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1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水蜜桃精华保湿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绮玉清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2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蜂蜜精华滋养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3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植柏绘 太阳花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34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alab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35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炫尚彩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44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玫瑰靓颜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4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EN医美恩 富勒烯蛋白线+黄金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54 广州医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ORYDERM雾光轻慕唇釉03#冰沁西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760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rgian清爽细肤绿茶蜂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鲜亮嫩肤樱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鲜肌水漾芦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紧肤驻颜牛油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沁肌舒缓马齿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水嫩活颜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1999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富勒烯净颜卸妆按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0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菁悦 靓肤调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40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佰丽星空倾慕持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4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 氧肌修护私人定制套 氧肌深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51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氧肌修护私人定制套 氧肌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1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氧肌修护私人定制套 氧肌等渗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2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氧肌修护私人定制套 氧肌修护冻
干粉+氧肌修护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6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草本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草本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草本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氧肌修护私人定制套 氧肌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75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 100%纯香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7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明眸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78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聚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 水漾氧肌深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2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巴兔婴幼儿草本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3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氧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5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靓肤调色私人定制套 小分子玻尿
酸精华液+调色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南非芦荟苦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8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水漾氧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091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玻尿酸补水保湿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02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TUREL水润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4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雪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23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STORYDERM雾光轻慕唇釉01#元气蜜柚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24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ORYDERM雾光轻慕唇釉02#多肉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36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植活精粹闪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植活精粹闪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植活精粹闪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酷24K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49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偲芙保湿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4 广州特偲芙贸易有限公司

菁悦 丝肽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曼诺海洋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69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ΛYGIRIM雪凝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1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曼诺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7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复古束感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复古束感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6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弹润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滋养爽身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89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多效修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19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甜橙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甜橙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甜橙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媚惑桃夭水感护唇釉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曼诺眼部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5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熙曼诺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06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凝时焕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19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曼诺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2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 肌底赋活修护套-肌透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23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秀堂保湿套盒-保湿冻干粉+保湿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27 广州姿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臂部养护套-臂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 奇肌赋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31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IUMEI安舒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39 广州运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源颐养调理清浊舒通套-调理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44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尚酷24K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47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再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55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孔雀石微晶净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5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焕能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焕能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焕能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纤细三角芯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6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棉轩时光玉容三件套组-润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69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LIUMEI美颜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72 广州运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若水凝妍柠檬海盐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90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茵妆植萃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29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清盈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OER可瑞尔腮红高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2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尊享系列调理套组-束-能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珈珏肌源青春素+珈珏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12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水光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1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塔丝 平衡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2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多效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27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清颜水润滋养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清颜水润滋养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清颜水润滋养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焕采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焕采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焕采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imisimi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6 广州蜜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黄金抗皱
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黄金抗皱
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歌妮诗 舒活抗皱眼部套盒-黄金抗皱
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4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酷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47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珈珏精致青春素+珈珏精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52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巴兔婴幼儿护臀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55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5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兰思佩尔屏障修护糖肽组合-屏障修护
糖肽粉+屏障修护多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64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纱缦缇活力美颜多肽修护套-活力多肽
修护冻干粉+活力美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65
蓝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FHSD粉红丝带韵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85
广州粉红丝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妆赋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398
广州海兰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巴兔婴幼儿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0 广州宝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蔻玉肌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3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安肤糖肽组合-安肤糖肽粉+安
肤多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7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黛塔丝 烟酰胺亮肤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0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凝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 鼠尾草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爽养护套-舒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 面部净柔套装-面部净柔粉+面部
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19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视季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26
广州思美惠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瑞优丹活氧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27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花津浦中胚层修护组合玻尿酸原液+美
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2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黄金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酷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6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臻美紧致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格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妮格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妮格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nsesha仟色莎樱花仙女薯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冻龄蛋白线+黄金胜肽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眼康 眼部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5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蜜莱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6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普瑞派拉 轻盈舒润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轻盈舒润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轻盈舒润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辞典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 活力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活力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活力舒缓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肌修护冻干粉+雪肌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8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红酒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红酒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红酒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亿莲雅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芯蜗牛焕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蜗牛焕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芯蜗牛焕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蔻铂金幼龄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88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LK ARE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0
广州迪优美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芳心日式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2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亿莲雅密龄修护冻干粉+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臻品蜗牛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4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韵养护套-温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之吻安肌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1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闪片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闪片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名桂草本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0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净爽养护套-净爽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5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美韵养护套-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嫩滑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3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薇媛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33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47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X.kiss三合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48 广州美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颜堂美肤莱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63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72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橄榄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8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基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基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基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亚形百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百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百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8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北美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599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凝皙紧致精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01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DR红樱桃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02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白W±W多肽淡纹嫩肤修护冻干粉套
组-多肽淡纹嫩肤修护冻干粉+多肽淡纹
嫩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05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魅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0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慕王妃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09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3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油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提升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4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深蓝奇肌 奢妍晶致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1
润百盛（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有限合伙）

TIANZI添姿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EXceDia花青五谷修护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5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迪尔肤质修护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0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多效套装—原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1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氧精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精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精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SS PERFECT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名桂草本亮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卡仕魔力焕彩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69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7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T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7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细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2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凝皙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3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水氧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水氧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精雕组合-水氧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SS PERFECT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8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 靓肤调色私人定制套 调色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91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靓肤调色私人定制套 活氧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94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选妮修护美颜套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96 广州明玉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Clinik 海藻胶原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69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凝皙紧致精华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洋甘菊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紫花苜蓿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5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桂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6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iffel+魅惑桃夭水感护唇釉套装
（枫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魅惑桃夭水感护唇釉套装
（枫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iffel+魅惑桃夭水感护唇釉套装
（枫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洋甘菊舒缓润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0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紫花苜蓿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1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玻尿酸补水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1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六胜肽多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1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六胜肽抗皱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23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尔焕颜修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0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细胞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2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杜鹃花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杜鹃花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杜鹃花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迪尔花龄紧致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7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细胞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38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伦天奴姜王顺滑润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41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拾漾·植萃原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46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猫羽绒雾面奢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47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菁悦 靓肤调色私人定制套 靓肤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50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六胜肽紧致保湿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5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Clinik 燕窝胶原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59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洋甘菊舒缓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0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尔青春养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1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氧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艾芙言洋甘菊滋养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3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补水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6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jiemei艾洁美米浆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3 广州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六胜肽紧致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水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水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水氧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氧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SDAIR贝诗黛儿氨基酸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清颜组合-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中美·丝源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9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799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1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 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力美康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薰衣草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27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心佳静多肽紧致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51 广州索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5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裸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6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裸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6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幕美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64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7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喵小妞蝶猫系列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7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活力糖肽组合-活力糖肽粉+活
力多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74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修护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78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潘颜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80
广州珂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发伦天奴重复定型特硬啫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86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炫尚彩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91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洋甘菊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9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复卿颜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97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园竹语水润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0899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草一泥胶原蛋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0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颜净植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09
广州珂华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欣然堂 尊贵养护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25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雨妃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2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函秀珈院叶黄素眼部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44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函秀珈院修护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46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酷24K黄金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0 广州优扣贸易有限公司

函秀珈院珍珠润肤修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3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桂草本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4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Age24k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5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函秀珈院优化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6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merAge24k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7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华芝衡固养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58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理多肽循环修护涂抹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64 广州雅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Age24k黄金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70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9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PERFECT柔润水玲珑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099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舒畅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滋润舒畅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滋润舒畅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温馨舒畅精油套组-滋润舒畅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0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氢子美清基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氢子美清基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氢子美清基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韵纤 肉碱轻盈秀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VIANf 草本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草本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 草本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氢子美清基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氢子美清基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氢子美清基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蒲公英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蒲公英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芙娇蒲公英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Age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37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欣然堂 尊贵养护套-臻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38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芳山人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芳山人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芳山人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XF明眸睛彩舒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6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R.GRAHAM舒缓净柔冻干粉 +DR.GRAHAM
舒缓净柔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7 广州多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媚娅黑眼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54
广州市集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魅姿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57 广州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6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美极幻彩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68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De植物萃养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77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娜芙迪腹部滋润保养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79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5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 曼妙添姿套组 曼妙添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
干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
干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冻
干粉+靓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靓颜紧致修护套-靓颜紧致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尊享系列调理套组-束-能量精
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0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1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腹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炫尚彩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14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瑶 娇姿玉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1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EIMEEIYA女神奢宠套 复合线雕奢华油
I+赋活植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16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 肌底赋活修护套-肌透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4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ANMEI逆龄修护套-能量修护液+肌净
修护营养素+多效修护粉+靓颜美肤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逆龄修护套-能量修护液+肌净
修护营养素+多效修护粉+靓颜美肤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逆龄修护套-能量修护液+肌净
修护营养素+多效修护粉+靓颜美肤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面部紧致提升套-紧致滋养液+
多肽修护提取液+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面部紧致提升套-紧致滋养液+
多肽修护提取液+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面部紧致提升套-紧致滋养液+
多肽修护提取液+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睡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睡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氏 辅酶Q10睡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31 广州雅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语姿净颜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34
广州市依姿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 精萃手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3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42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D屏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68
芭蕾卡（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茗瑶 秀美腹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7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蜜颜皙鱼子精华奢宠组合-鱼子精华奢
宠紧实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77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咪艾咪  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184 广州伯林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21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25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29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霏 养护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0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LIENADO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1 广州钏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朵妮娜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4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5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5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6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霏 风尚养护口红 K06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38
全球伯乐国际信息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乐客生活润泽亲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44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泥膏（金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蚕丝蛋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本行莹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63 广州老本行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7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多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8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多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8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多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8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2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阳草本精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05
广州润尔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思·薇茵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1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1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1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 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
颜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23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荟闪绅士黄金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25
快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元正养颈部舒护草本养护套-颈部舒
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26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颈部舒护草本养护套-颈部舒
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28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颈部舒护草本养护套-颈部舒
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30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方世家乐美畅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32 广州和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塑颜蛋白紧致套装-蛋白塑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35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臀部舒润草本养护套-臀部舒
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44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 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
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46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DR.GRAHAM 晶纯焕颜亮肤套装-晶纯焕
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57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朵妮娜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COPPER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COPPER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COPPER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COPPER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AGE莉语邂逅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莉语邂逅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蔻活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86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搭按摩紧致拜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394
广州益康大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修护安肤精华液（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修护安肤精华液（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修护安肤精华液（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2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光子舒缓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3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娇螺旋藻补水舒缓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1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紫竹微排肩颈套--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18
广州维姿曼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蜜雪儿奇遇香水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4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DEFENSI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DEFENSI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DEFENSI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COSMOSIS DEFENSI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吕后集光无痕四色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2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肽嘉妍·美肤时光尊享套-青春时光
冻干粉+青春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30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依秀茯苓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4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妆修美肌隔离喷雾 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能量赋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6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HUALI奢华丽香水精油滋养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香水精油滋养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香水精油滋养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新韻金悦恒时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5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TED BY MRT舒缓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7 广州源机能贸易有限公司
爱仕维青春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89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深海焕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91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深海焕肤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495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劲爽控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0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0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浮山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浮山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浮山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莲雅洋甘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2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明眸精华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2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明眸精华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2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明眸精华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2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韩瑾萱神经酰胺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2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深海焕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32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网红养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5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茜品无暇隔离乳（润色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57
广东业欣医疗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

植百绘植物滋养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59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自然之色小蘑菇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6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束水集 水之谜凝时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66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一资御颜 臻金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80 广东国御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花印良品时香多效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8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富勒烯肌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8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舒妃曼侧柏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597 广州荣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深海焕肤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01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柔润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SUNAILCARE  滋养柔嫩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1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KAXUANER卡萱儿深海焕肤滋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4 广州熏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QUSOL面部紧致管理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15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璇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2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2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2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2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B 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27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蝶变女神舒活柔润胸部康馨套装-藏红
花舒活柔润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32 广州膜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肌底净肤清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3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IQUSOL面部紧致管理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34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肌肽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3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娇贵妇黄金紧致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经纬7°度7°水漾灌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5
广州施华菲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姿丽人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姿丽人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姿丽人蛋白肽水光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Peach & Fig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Peach & Fig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Peach & Fig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Mung Bean & 
Mugwor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Mung Bean & 
Mugwor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Mung Bean & 
Mugwort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资梵希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oaming Cleanser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5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gan oil dead sea sal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gan oil dead sea sal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gan oil dead sea sal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暨璇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6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源坊丝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丝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丝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丝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柔光清透粉饼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柔光清透粉饼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7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BioFinest coconut milk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coconut milk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coconut milk 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爱天使 通润焕活修护套通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通润焕活修护套通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通润焕活修护套通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青春多肽青春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89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四方泉紧肤滋养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9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四方泉紧肤亮颜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69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至爱天使 赋活平衡修护套赋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赋活平衡修护套赋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赋活平衡修护套赋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V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0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NAILCARE  青春焕新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08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熊果素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11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牛油果手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0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ENADO传明酸焕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1 广州钏悦进出口有限公司
颜姿语 水光嫩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素颜亮肤三部曲组合家居特色
套-倍润亮肤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7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TIZI缇姿素颜亮肤三部曲组合家居特色
套-瓷感亮肤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时光之家 水嫩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2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贡三堂男士滋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3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Finest bamboo charcoal 
face&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bamboo charcoal 
face&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bamboo charcoal 
face&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abica coffe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abica coffe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arabica coffe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GE莉语邂逅活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薇娅玻尿酸原液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5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薇娅玻尿酸原液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5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薇娅玻尿酸原液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45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前男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前男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前男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Finest blueberry oxygen 
facial&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blueberry oxygen 
facial&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Finest blueberry oxygen 
facial&body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夫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57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素颜亮肤三部曲组合家居特色
套-赋颜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6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萃巢白睡莲素颜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62 广州台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嘉妍家居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67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68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ANMEI泉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泉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泉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焕颜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7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动感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动感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动感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1791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1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1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1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美净 净化洁净粉刺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3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亮皙保湿精华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亮皙保湿精华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亮皙保湿精华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27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净 净化洁净粉刺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32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猫高饱和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8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AIVLINGN肩颈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5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倾慕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倾慕奢润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沁心晶润奢美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7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奇迹 臻萃幼肌套+臻萃幼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8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奇迹 臻萃幼肌套+臻萃幼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8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奇迹 臻萃幼肌套+臻萃幼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8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西柚润唇膏NO.7013-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西柚润唇膏NO.7013-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西柚润唇膏NO.7013-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芙多肽水光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898
广州亿芙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牛油果润唇膏NO.7013-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牛油果润唇膏NO.7013-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牛油果润唇膏NO.7013-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还
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还
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还
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营养滋润烟酰胺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玉肤之宝马油舒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马油舒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之宝马油舒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0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植多肽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植多肽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植多肽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防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6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椰果润唇膏NO.7013-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椰果润唇膏NO.7013-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椰果润唇膏NO.7013-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1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打印胶2）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28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底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0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1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色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33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奇奇怪怪系列指甲油 
Q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4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QiaoMiSi巧蜜絲流畅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46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打印胶1）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48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打印胶3）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50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Bueaty甲油胶（美甲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52
广州甲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5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5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悦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5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嘉妍·薇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0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onsManor 小诱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1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猫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2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 寡肽蛋白水光面部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3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修护组合家居套盒-
瓷感亮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雪苑娇人 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醒肤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197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温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温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温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杰尼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杰尼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杰尼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光感奢润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光感奢润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光感奢润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奢华艳后多效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杰尼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杰尼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杰尼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8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瑾萱白茅根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庭草 植萃滋养套盒 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6 广州鑫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生姜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生姜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生姜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坊生姜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09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壹膜赋活抗皱多肽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0
广州亿人壹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诗微雅   微晶肽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5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玻尿酸嫩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玻尿酸嫩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玻尿酸嫩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23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3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爱丝凯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瓷感亮肤修护组合家居套盒-
瓷感亮肤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4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暨肽嘉妍·家居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49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渼康清爽平衡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50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柏诗迷蝶香水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54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肽嘉妍·薇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
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6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雯美曼侧柏叶去屑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65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代斯净颜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75 广州迪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一抹风情草本美肌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77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四物蜜语益生菌魅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78
广州一丽再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肽嘉妍·薇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8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諾一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諾一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諾一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保湿修护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保湿修护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草集保湿修护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21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活性肽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多肽水光精华套-多肽水光精
华水+多肽水光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1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1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1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1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IANf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8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俏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肽嘉妍·薇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
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35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活力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3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婉美肌蜗牛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4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4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4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4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润肤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润目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48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蓝光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梁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5 广州艾脊邦实业有限公司
妥信 氨基酸净颜水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56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TUREL男士酷爽净透活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68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源·养道舒润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70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原液保湿凝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7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原液保湿凝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7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原液保湿凝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7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HUALI奢华丽无硅油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无硅油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无硅油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2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去屑焕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去屑焕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去屑焕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0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墨思·薇茵多肽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多肽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多肽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腹部草本养护套-腹部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3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腹部草本养护套-腹部养护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4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富勒烯水漾沁肤套 富勒烯水
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臀部舒润草本养护套-臀部舒
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7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焕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颜诗莱黛 素颜美肌专用套-焕颜活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2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颜诗莱黛 素颜美肌专用套-焕颜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3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颜诗莱黛 素颜美肌专用套-靓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3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聚元正养活力舒缓草本养护套-活力舒
缓草本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39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活力舒缓草本养护套-活力舒
缓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43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腹部草本养护套-腹部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47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玉肌舒护草本养护套-玉肌舒
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1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臀部舒润草本养护套-臀部舒
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2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玉肌舒护草本养护套-玉肌舒
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3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璇 肌源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4 广州伊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诗莱黛 素颜美肌专用套-靓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颜诗莱黛 素颜美肌专用套-水润焕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聚元正养背部舒护草本养护套-背部舒
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59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活力舒缓草本养护套-活力舒
缓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65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美韵舒护草本养护套-美韵舒
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66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美韵舒护草本养护套-美韵舒
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68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玉肌舒护草本养护套-玉肌舒
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72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仕维晶纯沁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75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婷芝兰芝水漾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79
广州冠鑫电子商务贸易有限
公司

聚元正养背部舒护草本养护套-背部舒
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80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元正养美韵舒护草本养护套-美韵舒
护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85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390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奢焕彩美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0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 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18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益霏 龙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苏霏曼妮保湿冰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2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娇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2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彼伊斯青春焕采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彼伊斯青春焕采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彼伊斯青春焕采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IGHT&FACE 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48
广州艾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葹蔓奢养顺滑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51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嫩肤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嫩肤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美肌抗衰套 美肌嫩肤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妍菲肌肽精华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64 广州爱健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水润能量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66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 莹润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67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富勒烯精纯肌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83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草方一木水光胶原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89
广州名卿缘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无见豆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9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芝堂 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49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雪苑娇人 草本净颜植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草本净颜植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苑娇人 草本净颜植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蓝铜胜肽焕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05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金芝堂 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烟酰胺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VIVIANf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婉美生姜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3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蒂姆本迦植萃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41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云烟酰胺水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47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玄彩魔力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彩魔力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彩魔力冰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萱晴 羊初奶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59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彼伊斯奢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彼伊斯奢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彼伊斯奢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VIANf丹参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丹参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丹参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H&B 氨基酸美肌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69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唯美青春益生菌焕颜抗皱水润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7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工坊蜜桃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71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名媛春天玫瑰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74 广州舒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媛春天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76 广州舒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肤蜜美肌靓颜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80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轩堂乳糖酸细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86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87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59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水光生黑松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01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菲儿樱花水漾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09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红石榴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2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月康养护系列套组-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QUANMEI焕颜清肌套-焕颜冻干粉+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焕颜清肌套-焕颜冻干粉+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焕颜清肌套-焕颜冻干粉+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誓妍鎏光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 水妍精粹焕颜套-臻致
精粹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7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姿荟舒通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48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 水妍精粹焕颜套-臻致
精粹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72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亦妆焕颜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76
广州海兰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妃曼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81 广州荣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资盈净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0
广州尚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亮肤保湿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资盈舒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2
广州尚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资盈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5
广州尚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俪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7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妃曼侧柏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698 广州荣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肌底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肌底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肌底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亮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1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ETOP活力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26
广州市同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爵色嫩滑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27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积雪草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1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汉诗男士温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欧汉诗男士温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欧汉诗男士温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AY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AY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AY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预康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7
广东预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昕肽江源 生物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39 广东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媚天肌谷轻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5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兰精油美肌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6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活能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6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蒲京活能养生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能养生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能养生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6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TQQ院装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71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紧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8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可瑟纯臻悦雅耀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08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EIYAN资美妍炫彩盈润高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11 广州漫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土红棕哑光
口红200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4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5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5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枫橘棕哑光
口红196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7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6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8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6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8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枫糖哑光口
红316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29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4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0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4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0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蜜桃奶茶哑
光口红314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1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巧克力棕哑
口红646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3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2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4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2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4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1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8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暗夜魅惑唇膏301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8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美龄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42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亮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S·PALACE 幽兰夜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6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银羽花漾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银羽花漾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银羽花漾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婉美艾叶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2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赛拉拉鱼籽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ilina 炫亮魅力口红（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68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青春多肽青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875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OUWA妮欧瓦纤细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03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纤细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03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方泉紧肤亮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0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cocoser 星光T秀雅刷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08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TuLaLa双头自动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0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水光富氧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TuLaLa双头自动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3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四方泉紧肤亮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俏眉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俏眉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俏眉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头多用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芝兰 豹纹纵情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29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维绮小蘑菇莹润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1
广州爱维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羽炫魅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银羽炫魅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银羽炫魅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玺恬美时光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3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水之谜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5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活力养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活力养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活力养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蕊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蕊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蕊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4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 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6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富勒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HITE FOR&ME蘑菇气垫丝滑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69 广州英诺包装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按摩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73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芙茉纯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76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GINAL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肽元素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7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温和卸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8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芙茉正黑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83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WS·PALACE 幽兰日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2997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
原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娃娃弹润无瑕蘑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弹润无瑕蘑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弹润无瑕蘑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SODR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05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四季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14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嫩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2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范特西山茶花香醇清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36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4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4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4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蘿马*香辽玫瑰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58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HUALI奢华丽滋润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滋润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HEHUALI奢华丽滋润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6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歌钠丝爽肤滋养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69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7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兰精油氨基酸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8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GE丰盈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8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元青丹参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87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兰精油香氛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89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香港湾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柬埔寨椰子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柬埔寨椰子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柬埔寨椰子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09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元青清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7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香港湾新西兰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新西兰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新西兰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8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Bella Frutta柔润清透发泡磨砂沐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09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亿莲雅姿秀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调情脏话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调情脏话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调情脏话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活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草本赋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芳慕原野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原野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原野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木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2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火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2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金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2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HANGEˊU纯沅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2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3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3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3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活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3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水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4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优睿肌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48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土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5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HANGEˊU纯沅活能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5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惠春天玻尿酸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63
广州微羲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妮娜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75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诗奥 氨基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178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姿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0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奥 舒缓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16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植物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植物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植物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B 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19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婉美肌芦荟双层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2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岸汀Andiolet迷迭香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25 广州楷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B 水润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26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柏诗奥 深层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42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盈庄烟酰胺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63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剑桥春天雪颜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65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薇诗胶原蛋白透明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66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6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7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庭草 植萃滋养套盒 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74 广州鑫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庭草 植萃滋养套盒 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77 广州鑫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维生素E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7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莎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无暇绿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9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无暇绿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9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无暇绿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9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玫姿 素颜玉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3294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水润透亮双效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07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芊纤美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芊纤美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芊纤美紧实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莹姿靓肤珍珠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21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花之恋 多肽水光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23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妮菲儿活性肽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3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穆雪 净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37 广州圣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元素 元素组合-元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3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EEIMII活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39
广州博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4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一滴纤舒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一滴纤舒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臻品套组-一滴纤舒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睿肌底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2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原刺 刺梨VC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3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nuos骆驼奶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白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59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亮肤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拉贝斯积雪草舒润修护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62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奥 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73 广州无限美护肤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 润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77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伊爱莲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8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爱莲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8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爱莲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8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觅皙沙棘蓝光雪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89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ˊU 纯沅臻颜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微娜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9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9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9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水润亮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398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静水润氧泡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0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喻家嘴苗家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喻家嘴苗家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喻家嘴苗家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缪岁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GSG水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2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三慕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19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鸳鸯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微娜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雪净深海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5
广州凤之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兰之谊酸碱平衡养护调理套-酸碱平
衡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27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玛歌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0
广州瑞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玛歌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0
广州瑞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美宣言毛孔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毛孔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毛孔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田丽肤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436
广州阿鸿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妍胶原蛋白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06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莎旎深层去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10 广州天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1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1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慕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2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钠丝滋养柔顺花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28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腾美人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0
广州光眼有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嘉妮儿沁润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妮儿沁润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妮儿沁润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娃娃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3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雪莹姿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0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QQ院装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1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痘研玉颜优肌组合套--玉颜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4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C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红酒多酚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暨梵尼·赫本薇脸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46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丽芙多肽修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67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百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百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百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科莱雅多肽水润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4
林导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虫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虫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虫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魅娇浓水光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79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尊享系列调理套组-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8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莱雅多肽莹亮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85
林导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古韵天使尊享系列调理套组-韵-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水感修容美颜霜 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87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妆施吟水感修容美颜霜 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88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莹姿海洋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593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QQ院装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3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浓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5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钠絲野生姜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6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玻尿酸润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微娜水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水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水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兰精油丝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1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钠絲老姜汁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12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VGHR 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1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艾美宣言水光丝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水光丝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水光丝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润发根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4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滋养赋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滋养赋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滋养赋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花青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28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3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韵天使尊享系列调理套组-韵-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滋润补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5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井24K金玻尿酸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24K金玻尿酸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24K金玻尿酸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泰美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58 广州众梵贸易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酸碱平衡养护调理套-酸碱平
衡酵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68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肤汉方舒缓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77
广州御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WILD PETITE STICK(PEACH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7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PEACH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7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PEACH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7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OS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OS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OSY NUDE)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牡艾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ORAL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ORAL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ORAL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泰莉萨蜜语养护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蜜语养护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蜜语养护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睿肌底精萃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7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梦 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69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五肽轻龄冻干粉
+SpotlessAnswe 轻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1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九肽焕颜冻干粉
+SpotlessAnswe 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4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TANGO)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TANGO)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TANGO)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思邈千金蛇蛋白多肽修护套-能量元素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MACARO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MACARO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MACARO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薰香集淋漓畅享排浊套-淋漓畅享排浊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0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碳酸清颜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碳酸清颜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碳酸清颜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弹美皙颜优活祛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20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芳华玉颜肌底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2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邈千金蛇蛋白多肽修护套-润养元素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兰精油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27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蛇蛋白多肽修护套-多肽元素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ED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ED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ED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提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提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提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HèREX俏丽明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3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泰莉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目弹力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4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邈千金蛇蛋白多肽修护套-循环元素
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四肽祛痘冻干粉
+SpotlessAnswe 清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2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护养韵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护养韵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护养韵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肩颈滋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肩颈滋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肩颈滋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尚美柔滑温感按摩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7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艾肩颈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7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intensive uv 
sunblo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intensive uv 
sunblo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intensive uv 
sunblo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蓝肽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牡艾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anti melasm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anti melasm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anti melasm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美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0
美肌颜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优睿肌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1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艾十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香港湾樱花去角质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樱花去角质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怡香港湾樱花去角质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6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植萃提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7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润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睛彩盈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睛彩盈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睛彩盈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艾提升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 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 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 THEA酵母珍萃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艾提升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0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14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牡艾薰衣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 隐形倍润纤柔型刷BB霜22#遮瑕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2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莹姿美颜靓肤冻干粉+美颜靓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24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宝 隐形倍润纤柔型刷BB霜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2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丝滑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2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隐形倍润纤柔型刷BB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3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原生新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32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宝 光感遮瑕气垫CC棒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3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赋活草本套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3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头部植萃套头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43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一修颜遮瑕气垫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4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光感遮瑕气垫CC棒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4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BEIBEI熙蓓贝焕肤修护套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49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祖艾·艾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祖艾·艾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祖艾·艾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1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思美 净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净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牡艾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酵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6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劲爽能量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7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劲爽能量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7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型男酷爽洗护套装-垂度劲爽能量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7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情 蚕丝亮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82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御养草本套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88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滋养植萃套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1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樱花仙女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悦享舒缓套悦享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89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私人定制活泉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蜜韵修护组合套-蜜韵紧俏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思佩尔安宁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4
兰思佩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 臻能草本套臻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植物美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美青春塑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1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2#遮瑕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1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1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2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奢润连体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2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一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39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安瓶粉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4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雪兰芦荟清香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54
广州市米雪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米雪兰迷迭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55
广州市米雪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薰香集淋漓畅享排浊套-淋漓畅享排浊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7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净颜细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7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8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髪宝净化平衡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90
藏茂堂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广州）有限公司

春上春植物美颜面膜+植物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上春植物养颜面膜+植物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9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上春植物祛痘面膜+植物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399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芦荟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上春植物清肌面膜+植物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欧弟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欧弟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欧弟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颜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0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蔻静肤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11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1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原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原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舒缓调理原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玫姿 清颜玉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4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圆源·养道艾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43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SHANG 摩上焕采活肤套组焕采修护水
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50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源·养道臻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52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莱薇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57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薇宝 丝柔修颜隐形隔离霜23#柔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6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SHANG 摩上丰盈紧致系列套组肌肤修
护原液+肌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67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 丝柔修颜隐形隔离霜21#甜橘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6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宝 丝柔修颜隐形隔离霜22#奶昔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7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 FANS大奶皮美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8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蜜恋瞳眼部护理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81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芙胶原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091
广州亿芙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妍瑾 麒麟藻幼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 麒麟藻幼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 麒麟藻幼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胶原蛋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03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鉴柏崖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10
广州美崖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法国香氛洗发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香氛洗发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香氛洗发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丽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23
广州创丽化妆品经营有限公
司

创丽健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24
广州创丽化妆品经营有限公
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28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haman&Bella富勒烯美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haman&Bella富勒烯美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haman&Bella富勒烯美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涌堂水润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伽素冰肌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浓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39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箔妃深海泥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47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帝卡仕轻盈润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57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湯浩斯防护清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59 广州市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妆水宝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65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密境水宝宝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66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蔻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81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OREA  JMCQ  BEAUTY  KEI  AQUA  
MOISTURE  BOMB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REA  JMCQ  BEAUTY  KEI  AQUA  
MOISTURE  BOMB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REA  JMCQ  BEAUTY  KEI  AQUA  
MOISTURE  BOMB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CHARCOAL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HARCOAL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HARCOAL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至爱天使 焕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焕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焕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1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集植堂嫩肤补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嫩肤补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嫩肤补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 Whit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Whit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Whit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韩曼姬安肌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09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Collagen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1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1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2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植萃玉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31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SHANG 摩上焕采活肤套组焕采精华活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35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ANG 摩上焕采活肤套组焕采精华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39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ANG 摩上焕采活肤套组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42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贝贝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PTI 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1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酵母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5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2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肌颜中国红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1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安康丽尚奢宠娇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康丽尚奢宠娇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康丽尚奢宠娇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束水集水漾透明质酸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26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CYNZYA熙希娅多效奢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335
广东天熙盛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芝衡舒衡调护组合-舒衡调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36
广州融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圭密轻盈紧致套-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4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圭密轻盈紧致套-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5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紧致活肌精华液（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紧致活肌精华液（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妆初颜臻美奢华精华液套装-悦活美
肌紧致活肌精华液（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48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神经酰胺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53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佐俪 水杨酸清润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55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OSHI魅柏诗春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74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OSHI魅柏诗秋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77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7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7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山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7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甄玫姿 焕颜丽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81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赋活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8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OSHI魅柏诗夏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88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OSHI魅柏诗冬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9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若芊秀轻盈曼妙紧致套-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598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兰精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0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钠絲老姜汁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03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莱龄皇嘉尊享套-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0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莱龄皇嘉尊享套-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0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莱龄皇嘉尊享套-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0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玻尿酸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16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岸汀Andiolet植酵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19 广州楷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兰缇尼 水光润皙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20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哲学乳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27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芙起点美肌靓采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37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DC滴蕊富勒烯清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富勒烯清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富勒烯清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控油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控油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控油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控油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蔻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2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黑天鹅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清润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5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保湿水嫩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62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DCT水光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6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漾年华唯美套组-花漾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6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凝至臻新肽修护焕活套装至臻新肽修
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凝至臻新肽修护焕活套装至臻新肽修
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凝至臻新肽修护焕活套装至臻新肽修
护微囊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 氧肌胶原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79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慕胶原蛋白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靓肤净颜修护套-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冻干套 寡肽修护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迪美姿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8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迪美姿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9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迪美姿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图腾神经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696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集植堂焕采靓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焕采靓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焕采靓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神经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5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集植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亲肤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亲肤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亲肤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0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1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1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1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11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图腾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15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溶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溶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溶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集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杜鹃花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杜鹃花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金箔雪雅草本御芳杜鹃花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自由膜法菁纯柔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之美芦荟植萃精华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29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水漾玉肌套盒 大米水漾滋养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38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净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48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哲学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55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北草一泥净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6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润瞳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润瞳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润明康草本明润护理套-草本润瞳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7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圣妍熙奢华臻宠舒缓修护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舒缓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8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DCT光亮润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796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补水透润血橙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0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凝时空臻美无瑕靓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1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GE莉语邂逅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23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YIPINFUREN 一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2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PINFUREN 一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2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PINFUREN 一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2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 预防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27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3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黛诗 奇焕丝亮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40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婉美肌杏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4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剑桥春天清爽控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46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4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哲学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61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63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滋颜草本洗发水（油性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72
广州发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后新妆Queenewgo密罗木活颜精华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80
广州市荟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MEIKON唤醒真爱套唤醒净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8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MD水漾玉肌套盒 大米水漾滋养肤化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893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逆龄焕颜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0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雪莲女子 舒畅保养套-舒畅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0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纯哲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0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鹭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鹭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鹭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鹭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道美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希倪纤连蛋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选妮修护美颜套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8 广州明玉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SO道美草本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EEIMII活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0
广州博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蚁姿草本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颜皙鱼子精华奢宠组合-鱼子精华奢
宠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26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纯哲学人参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34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IMII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40
广州博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IMII活力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41
广州博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寡肽多效修复冻干粉+寡
肽多效修复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5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MEIKON唤醒真爱套青春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52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SO道美草本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道美草本舒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QQ院装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77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院装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2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院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3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轻柔丝滑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TQQ院装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88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活力养护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恋歌焕颜柔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5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舒缓调理油I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哲学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4999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净畅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净畅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净畅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哲学桂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5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滋颜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08
广州发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MEIKON恒润臻美套恒润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1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定青春多肽修护粉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3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定青春紫花苜蓿润泽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5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清基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清基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哲学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29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缓调理养护套-滚珠调理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3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透明质酸钠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4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哲学香蜂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49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洋甘菊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5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若芊秀轻盈曼妙紧致套-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57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茉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60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哲学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67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SHANG摩上冻龄系列套组肌肤紧致冻
干粉+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71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佩芳 初生靓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76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琳娜多肽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79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青春多肽青春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098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1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3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纲木艾叶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4
广州一桶姜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雯艾尔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富勒烯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玻尿酸透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佩芳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08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茉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10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瓦伦缇红魔光泽质感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1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芙茉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14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15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姿然 深海绿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16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安肤姿玫瑰柔滑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2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足部祛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39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彩姿然 黄金贵妇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42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墨思·薇茵净颜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4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净颜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4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思·薇茵净颜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4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美轩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53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H&B 玻尿酸原液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55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草本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6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傢尚品玻尿酸懒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70
广州优家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7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白兰度bailandu 寡肽蛋白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75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基宁斯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7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然 黑珍珠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77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LIA梨娅米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81
广州市秀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活力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活力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活力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富勒烯逆光焕颜微晶安瓶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88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韩瑾萱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9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妍瑾高纯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高纯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高纯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1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修丽芙烟酰胺盈润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05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XHY 头发美容湿度感小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10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曼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15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玥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欧曼茹裸透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26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纲木茶籽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29
广州一桶姜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CRBEAU奢唯宓微精华光感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32 广州乔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水光瓷肌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33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丽芙富勒烯紧致塑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38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奢华臻宠祛痘护理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祛痘控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66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奢华臻宠祛痘护理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69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UHUO悠活妤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HUO悠活妤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HUO悠活妤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奢华臻宠舒缓修护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7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瑞佩尔富勒烯小白瓶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84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奢华臻宠祛痘护理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9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痘研玉颜优肌组合套--玉颜优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95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痘研玉颜优肌组合套--痘肌玉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96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痘研玉颜优肌组合套--玉颜优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297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2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中国红美颜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2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微水剂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29 广东锦瑟商业投资有限公司

可卡莉花蜜紧致亮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花蜜紧致亮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花蜜紧致亮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3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源氨基酸舒缓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32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至爱天使 净悦舒润套净悦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净悦舒润套净悦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爱天使 净悦舒润套净悦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妹玻尿酸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48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艾琪格尔 滋润养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臻·艾琪格尔 滋润养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臻·艾琪格尔 滋润养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朗皙漫妮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60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瑶 轻盈臂足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6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YANSHI 氨基酸人参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66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舒源滋润保湿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70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之源柔浪流行生态植物精华免蒸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77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一草佰味多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85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补水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活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90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Collagen Gold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Gold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凯蜜丽秀身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57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伊兰梦幻柔雾哑光唇釉 M04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03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伊兰梦幻柔雾哑光唇釉 M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12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VO鎏金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13 广州工口贸易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花漾甜心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1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花漾甜心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1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花漾甜心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19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格斯慕雅焕颜深层修护眼部套装-祛细
纹抗皱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31
广州市御兰汀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黛斯丽丝芳心萌动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3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芳心萌动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3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芳心萌动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35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韩诗妤微肽驻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4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草本净透原液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4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乳字号大姜-1剂头皮净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62
广州朴丽化妆品开发有限公
司

真熙 舒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6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芙迪胸部护理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69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净满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88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众城品倍柔保湿润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00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仙芭侬千吻固色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25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芬玫瑰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2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芬玫瑰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2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芬玫瑰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2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芭侬轻润遮瑕蘑力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29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丽雅 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34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 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38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39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美轩亮肤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42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45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枝多肽焕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47
广州市春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颜中国红经典口红 1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5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中国红经典口红 2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5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烟酰胺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59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美轩青春定格粉+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26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佩芳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29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芬百花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芬百花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芬百花精油清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湯浩斯玫瑰泡泡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4 广州市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白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7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诗妤微肽驻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紫苏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众城品花漾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43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珈珏 雅致青春素+珈珏雅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44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FLXC60富勒烯水漾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47 广州富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银河流星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49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蔻平衡油水清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58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薰香集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6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香集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6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蒂海偲韵美悦清之星 -韵美悦清精华
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6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岚之精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8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萃莱祛痘修护套盒-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089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UWANG有望至尊黄金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07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杜肯晶肤净颜套装晶肤净透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1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邦伊美多肽小分子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16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欧众城品芬芳水活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20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欧众城品花漾香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21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固本溯源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仙邹草本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30
广州姜仙邹健康投资管理有
限公司

克拉迪草本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39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理氏光果甘草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40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V奢宠私人订制礼箱-唤醒伴侣润颜粉
+唤醒伴侣美颜精华液+唤醒伴侣靓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4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薇草本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5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朔美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58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众城品芬芳水活轻盈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59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濡养万家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金纯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金纯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金纯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金纯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伊秀蜗牛原液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1
广州市泊依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晶致舒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晶致舒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晶致舒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鲜活多效复颜晶致舒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7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奢妍之谜酵母硅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0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確柔魅惑倾慕唇膏03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2 广州鸿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唤醒伴侣润颜粉+唤醒伴侣美颜精华
液+唤醒伴侣靓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3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多效套装—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4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氨基酸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氨基酸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氨基酸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晶致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晶致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安品天下水光雪颜组合-晶致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水肌当家蜂胶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90 广州竣邦保健食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酵母硅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92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伊美小分子多肽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95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邦伊美酵素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196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邦伊美多肽酵素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03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邦伊美玻尿酸酵母菁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04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邦伊美赋活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06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舒润清养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11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璞柔肌密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18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西芙魔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19
广州雅茜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YGIRIM 持妆塑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2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菩娜缇腿部护理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25 广州之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毛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4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毛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4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肽毛孔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4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ΛYGIRIM 沁心炫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4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速安康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55
广州一身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视一号  舒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57
广州优视一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琪雅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芙诗薇雅幸福之源姜艾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6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妈妈良品 宝宝抚触山茶籽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85
广州树懒熊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玫瑰金条哑光雾面口红 
511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88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梦幻魅惑滋润口红 Y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89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梦幻魅惑滋润口红 Y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90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梦幻魅惑滋润口红 Y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92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玫瑰金条哑光雾面口红 
520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93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LAN雅伊兰玫瑰金条哑光雾面口红 
512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94
广州市雅伊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智爱一生 百草按摩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6297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ARK-NAKED 红毯奢金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13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璞活力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17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西芙魔力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23
广州雅茜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源水光焕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47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嬞瑶母仪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林梦幻 601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5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6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毛孔收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7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丝滑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81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PHAR.Z果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8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Z果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8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Z果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8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巢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89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妖婵星空炫彩纤长睫毛膏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126393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奢宠铂金眼霜（第二代）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0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哎吖吖时尚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06 广州卡啰伊商贸有限公司

EIm&Wapiti榆鹿快干防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0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J<-ML啤酒酵母莹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09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根芝林红景天修护原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1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 奢宠铂金眼霜（第二代）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1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奢宠铂金眼霜（第二代）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1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欧曼茹密罗木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18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水光瓷肌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22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嘟嘟淡纹套-嘟嘟淡纹冻干粉+
嘟嘟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嘟嘟淡纹套-嘟嘟淡纹冻干粉+
嘟嘟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嘟嘟淡纹套-嘟嘟淡纹冻干粉+
嘟嘟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高地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栢丝芬·牛油果·奢氛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4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曼茹 富勒烯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6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无面者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淘颜膜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淘颜膜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淘颜膜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3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芙蔻幸福之源姜艾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4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颜百丽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48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之贺芦荟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50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妹玻尿酸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53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芙蔻净颜毛孔双效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5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曼茹水光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55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颛祺舒缓调肤原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56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欧曼茹密罗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65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VITAMIN C BRIGHTENING 
& GLOW SHEE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6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VITAMIN C BRIGHTENING 
& GLOW SHEE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6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VITAMIN C BRIGHTENING 
& GLOW SHEE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6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复仇者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6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妹玻尿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75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之【雷峰夕照】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7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之【梦回断桥】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7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之【轻舟流霞】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8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妠无硫酸盐美容复合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87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雪清 黑钻修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92
广州市汉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之【曲院风荷】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9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之【雨碎江南】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49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视润 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视润 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视润 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美韵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美韵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美韵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姿黑头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GLORIA胶原肽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胶原肽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胶原肽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微妠无硫酸盐美容复合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1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1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OPINION 雅貌提拉紧致塑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17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2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笛富勒烯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2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IXINI 水皙妮烟酰胺雪肌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24 广州和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皙净皙肌护养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31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雅水光无暇美颜霜 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38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芝林御颜衡肤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44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纤女子 舒畅保养套-舒畅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4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薇悦雅水光无暇美颜霜 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0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烫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1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源净颜清透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4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ALOE SNOW神经酰胺焕彩亮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LOE SNOW神经酰胺焕彩亮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LOE SNOW神经酰胺焕彩亮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多肽亮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59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微妠滑呀滑美容复合柔光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新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2 广州恋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沁润胶原修护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3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沁润胶原修护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3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沁润胶原修护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3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平衡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芦荟补水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微美塑美修护套-塑美修护冻干粉+塑
美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68
广州暨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VC鲜活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7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76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times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82
广州蛋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蜜欧水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8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斯莱寇 舒畅保养套-舒畅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8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强之美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88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8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眼部焕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59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秀坊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00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omay雅若美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10 快手商业（广州）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1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源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24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韩曼姬 青春无痕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29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油（补）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3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密罗木舒缓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42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幸福之源姜艾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4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油（排）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4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源雪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51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JUNYISHENG玫瑰甘油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5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愫美地带保加利亚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59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油（养）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芝林    清莲净肤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7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油（调）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意成能量草本油（通）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8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源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88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九宫尚品 和力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9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tea tree 
perfect skin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tea tree 
perfect skin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tea tree 
perfect skin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年代祛痘修护冻干粉套装-多肽修护
冻干粉+祛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696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源紧致赋活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1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gentle 
deep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gentle 
deep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dam Coachella whitening gentle 
deep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源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6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vitamin C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vitamin C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ENCE of ARCADIA vitamin C 
ultimat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源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09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CT水光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1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2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柠檬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2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皙净皙肌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24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2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源雪肌玉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32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AIVLINGN幸福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3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3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莹润蜂胶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4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皙净润肌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42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迪朵拉 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44
广州市黛俪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4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源玻尿酸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47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娜芙迪胸部护理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55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 蛇胆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5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皙净皙妍肌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62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活力水光补水组合家居套盒-
水光活力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66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一草佰味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69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紫灵芝靓肤原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71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7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7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补水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7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凝多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78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封面丽颜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85 广东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元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元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元动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LG龙血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姿秀光感净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79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人参驻颜原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0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活能透感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0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芙迩玫瑰能量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0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流动力赋活套 流动力逸顺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紧肤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润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6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润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6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润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16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流动力赋活套 流动力逸清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30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水光透皙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3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水光透皙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3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水光透皙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3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UOXI米诺皙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38 广州元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强之美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47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楠伊丝袜诱惑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48 瑞隆（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楠伊丝袜诱惑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50 瑞隆（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帕芮特 丝滑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62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之道苏安灵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6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花植物精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花植物精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花植物精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蝶恋1号液+雨蝶恋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77 广州纳美人科技有限公司

经缔 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7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Super Next Girl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86 广州阿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times水弹无瑕蘑力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8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蓓丝皂角祛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90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营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98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营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98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IPOING烫染伴侣套装营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898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杏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0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姿 童颜鱼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11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 美肌净颜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14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薰衣草眼部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21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薰衣草眼部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21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薰衣草眼部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21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莹姿深海活性肽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25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倾·堂光感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3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植控冰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51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JIYAN米肌妍酵母焕亮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62
广州米肌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岚之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6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莹姿靓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65
广州暨美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匠滋养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名匠滋养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名匠滋养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紧致明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紧致明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彩活力弹润眼部套盒-紧致明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薇玉颜睡眠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6998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红石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0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茁妍ZHUOYAN美颜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08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红石榴肌密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1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绿妖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5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腿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1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原液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原液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精之森玻尿酸原液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肩颈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2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38℃国色天香泡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3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清畅舒养泡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5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凯夫 金盏花肌源植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37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红加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0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O`RLG血橙高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距美沁皙润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6 广州洛卡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红石榴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48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存爱蘑菇头美颜气垫BB粉底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53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5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5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臀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5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茁妍ZHUOYAN丝滑水嫩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59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66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凯夫 光果甘草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1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椿植 固态精华·富勒烯补水亲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2
广州市茶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凯夫 低聚糖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6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38℃真爱密码泡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7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手臂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79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9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9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背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09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使之恋水感青春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19
广州康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蕊 尊享香氛补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0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Brand ToMe 眉笔(高级灰&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眉笔(高级灰&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眉笔(高级灰&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红石榴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BRUBEA美肌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27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多效套装—御品多效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33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蕊 奢享香氛滋养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34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 至享香氛舒缓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38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后兰精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4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姿水润丝滑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53
广州汇川润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韵丽人 御品多效套装—御品多效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56 广州娇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深层滋养修复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6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朔美健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75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媚堂御龄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御龄
多肽修护冻干粉+御龄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77 广州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复美科技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拉迪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88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丽颖雪肌多效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89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妍ZHUOYAN焕彩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90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血橙烟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9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朔美健紧致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198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舒丹至尊奢养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02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肥圆圆植萃臻奢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10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植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12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植堂净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净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植堂净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墨妍臀部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凝多肽眼部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23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九如天宝九如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1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优肌源白桦树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白桦树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白桦树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漾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漾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漾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密蒙花防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密蒙花防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密蒙花防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时光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草本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60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生妍 舒润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6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ANMEI定格修护套-密集修护多肽液+
紧致肌肤营养素+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6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定格修护套-密集修护多肽液+
紧致肌肤营养素+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6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MEI定格修护套-密集修护多肽液+
紧致肌肤营养素+水润修护粉+靓颜美肤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6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38℃清畅舒养套组-舒缓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70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灵颜奢宠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78 广州卉盈美容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美科技美韵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美韵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美韵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DD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299
芭蕾卡（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复美科技净畅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净畅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净畅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咪芽 水光智妍滢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15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朔美健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19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玲美 黄金鱼子酱水光仙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玲美 黄金鱼子酱水光仙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玲美 黄金鱼子酱水光仙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38℃国色天香套组-舒缓按摩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29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虎生姜健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34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滢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45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谷蕊 尊享香氛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59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 至享香氛滋润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61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 尊享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70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 尊享香氛控油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74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睿肌底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77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滚珠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2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蕊 至享香氛亮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3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灵动套-滚珠调理精华液
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 尊享香氛修护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87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 至享香氛净澈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395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zrael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0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0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0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翳多效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0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D水漾玉肌套盒 大米水漾滋养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11 广州优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钠絲野生姜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12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蕊 至享香氛去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18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诗微雅姜艾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1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蕊 奢享香氛亮泽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21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惜颜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 奢享香氛修护水润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24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水光高保湿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水光高保湿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水光高保湿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优雨薇 洋甘菊水光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4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24K黄金精华套装 24K黄金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 青春活氧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39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Vesik欧洲松木发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51 广州唯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瑞虎植物花香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68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纪      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7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纪      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7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纪      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73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蕊 奢享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80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MAN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8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8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8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芙迪腹部滋润保养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83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濡养万家滋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四合一组合套装-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1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四合一组合套装-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4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四合一组合套装-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497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墨妍舒净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1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滢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13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15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格兰朵植能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21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滢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26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31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MIXDAIR夕阳红18色魅惑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32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RUBEA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40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5草梅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4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小金钻烟管口红03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4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芙迪疏通修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50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鳄鱼油安肤修护套盒-鳄鱼油安肤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58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鳄肌源鳄鱼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7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古御金兰御芳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75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玻尿酸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8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RO CHING紫苏祛痘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87 广州希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古御金兰透骨草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92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御芳植萃舒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594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UBEA遮瑕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3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透明质酸钠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透明质酸钠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透明质酸钠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honey box懒人清洁黑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5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古御金兰御芳植萃舒醒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09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季寡肽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1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21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22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季玻尿酸护颜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2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御金兰御芳美韵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27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NAIKE烟酰胺杏仁酸焕肤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28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尔乐无患子臻萃奢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3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逸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3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57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时光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6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雅植萃玉颈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7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滢悦肌植物盈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96 广州肌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烟酰胺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76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悦肌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19 广州肌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澳湾Q.A.W火山泥海盐洁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26 广州青澳湾贸易有限公司

康堂精萃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38
广州瑞康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夕海茴香水光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40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夕轻盈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49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 净肤清肌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5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痘研玉颜优肌组合套--痘肌玉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7753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季 草本马油多效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0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泉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16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组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19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宫尚品 流动力赋活套 流动力逸畅赋
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2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水润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29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澜花开 柠檬鲜姜强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37 广州鑫怡贸易有限公司

ZUOMEIYS佐美佑上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43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龄密码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水光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霖兮莹润亮颜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 青春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6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丽肌体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肌体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肌体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瓷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61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妙动力赋活套 妙动逸顺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6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UOS华肤之奢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6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源动力赋活套 源动力逸顺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6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诗漫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UCHAOT馥草堂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1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3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众城品花漾清爽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4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HONECS蜜芝泉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水光瓷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79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MAL’AING麦拉宁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8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肤壹号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8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草本胸部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88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水润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0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VANS慕梵诗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瑾麒麟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麒麟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瑾麒麟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九宫尚品 源动力赋活套 源动力逸清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19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00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平衡动力赋活套 平衡逸顺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1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1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水润活肤套-组肽冻干粉+组肽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17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所泉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20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润肤胸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润肤胸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润肤胸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颜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4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源动力赋活套 源动力逸畅赋
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47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转动力赋活套 转动力逸畅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4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转动力赋活套 转动逸顺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5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卸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57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6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柔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柔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柔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宫尚品 转动力赋活套 转动逸清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26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5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6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润莹奢护套盒润莹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29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植韵精粹套盒植韵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5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7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4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8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皙净润肌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39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美丽妆清秀面部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1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上柱稳固赋活套 上柱逸清赋
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6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草本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8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文秀坊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49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俏动力赋活套 俏动逸畅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5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玉传奇  舒畅呵护精油套组-舒畅呵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玉传奇  舒畅呵护精油套组-舒畅呵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玉传奇  舒畅呵护精油套组-舒畅呵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MI闺蜜名妍活性肽驻颜抚纹套-
LOVMI闺蜜名妍活性肽驻颜抚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359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34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腰部紧致秀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60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深入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深入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深入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酵母硅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71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御芳植萃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77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御芳舒安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78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瑞优丹美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81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根芝林金花茶焕颜润肤原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85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AIRBOOM经典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1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翘&蜜血橙锁色泫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凯夫 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3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Pwxb生物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生物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生物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49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若兰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女性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模范鸟轻盈水润魅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痘斗平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痘斗平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痘斗平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0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康丽尚肽美肤玲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1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 ATTITUDE BLUE率性新概念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20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Pwxb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2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2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2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酰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26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6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0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若兰平衡尊享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平衡尊享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平衡尊享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伶雲堂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5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蚕丝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蚕丝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之养蚕丝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柏林少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柏林少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柏林少女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冥府之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冥府之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小众鎏金流沙冥府之路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马LuoKeMa婴儿山茶油倍润保湿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52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MJC润美菁萃烈艳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5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VC鲜活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伊儿婴儿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可马LuoKeMa婴儿金盏花水凝舒缓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4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可马LuoKeMa婴儿积雪草多效修护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65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7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7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Kr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7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霏亚肽美肤玲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8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豹纹水光遮瑕小蘑
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88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水养醒肤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9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92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妍俪美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593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玻尿酸水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2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7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3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气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6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姿清透遮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2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悦享舒悦臻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悦享舒悦臻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悦享舒悦臻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奢华焕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31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KEV祛痘新肌焕颜调理组合-祛痘清
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45 广州鹏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反转星空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反转星空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反转星空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太空邂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太空邂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太空邂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美容颜 玻尿酸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美容颜 玻尿酸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美容颜 玻尿酸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正颜顺臻璨焕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3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颜甘草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4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桑叶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洋甘菊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67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芦荟补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7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雅植萃玉颈祛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81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LOTTA奕香筑梦未来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筑梦未来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筑梦未来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LOTTA奕香缥缈之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缥缈之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缥缈之旅分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6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血橙平滑细致盈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血橙平滑细致盈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血橙平滑细致盈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0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06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姿萱凝时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16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花菁萃修护蜜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1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皮傲宁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18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烟酰胺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烟酰胺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烟酰胺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40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伶雲堂洋甘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49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玻尿酸大水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玻尿酸大水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玻尿酸大水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绿茵防护套绿茵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5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绿茵防护套臻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5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芙迪疏通修护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61 广州冠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丽浩淞臻美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68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75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谜秀植萃焕妍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76
广州谜秀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桑夏伊人屏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屏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屏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御芳舒安纤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2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密集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密集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密集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春享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春享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春享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伶雲堂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1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聚胸部孕养套组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7 广州慕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水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798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拉迪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3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5#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5#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5#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RUBEA滋养弹润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8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水光气垫修容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09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水光气垫修容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26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YGIRIM 电眼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2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HELLOBODY草本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30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 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35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硅元素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1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伶雲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6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艾地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艾地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艾地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妮丝花之蔓·烟酰胺二合一亮肤面膜
-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49
广州市倾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KRITI 深海鲟鱼子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5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舒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舒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舒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妮蔻 菊苣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爱自己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紧致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紧致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紧致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尚美容迷尚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3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8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74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38℃清畅舒养套组-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8898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春暖花开套组-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01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御芳舒安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15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诗梵 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30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无患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37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4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4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4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6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6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6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神清气爽套组-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66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凝润清痘美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8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emi洁米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15 广州洁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净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1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椿植 固态精华·富勒烯焕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1
广州市茶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華方九道 清源浴香套（1号） 畅源浴
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37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沙漠玫瑰炫彩18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4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凯琪雅轻盈秀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華方九道 清源浴香套（3号） 畅源浴
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49 广州嘉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 随意造型半哑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5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活力注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58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温养女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莉萨草本滋养御护能量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滋养御护能量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滋养御护能量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免洗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4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头皮护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5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凡水润清活净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67 广州惠芳日用品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纯修护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8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4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头皮护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099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温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01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萬物本草黄芩日安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02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桑夏伊人葡糖苷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葡糖苷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葡糖苷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谷之兰奢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10
广州颐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月舒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15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妍俪美龄修护冻干粉+美龄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20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sine芬丝尼海洋植萃晶透鲜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22
广州芬丝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温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25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纯紧致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26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兰妮娅鲜活舒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32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魅娇浓玫瑰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33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S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34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NMEl玻尿酸原液套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38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密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密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密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薇 玫瑰美肌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46 广州市碧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红粉肌蜜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49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安肤姿六胜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5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愈赋活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5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赋活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5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赋活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5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舒丹至尊奢养冻干粉套-青春靓肤冻
干粉+青春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68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 24K黄金烟酰胺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7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凯夫 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79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梵钻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82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MIEMIESHOP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189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多效奢养乳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00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0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0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0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之贺 白芨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02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三合动力赋活套 三合逸清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15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姿然 类蛇毒多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18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维愈雪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宫尚品 俏动力赋活套 俏动逸清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4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俏动力赋活套 俏动逸顺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4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三合动力赋活套 三合逸顺赋
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4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琪尔紧致修护精华套组-紧致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0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VIANf苹果光亲水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苹果光亲水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苹果光亲水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活动力赋活套 黄金逸畅赋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4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鼠尾草活悦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XB清透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7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谷之兰臻萃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59
广州颐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拉迪草本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62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物楷膜 植萃深层补水臻享套 植萃深
层补水保湿乳+植萃深层补水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67 广州悦植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宫尚品 三合动力赋活套 三合逸畅赋
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69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1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蔻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蔻诗蓝伊舒畅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毛鳞修护还原酸乳（S2）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毛鳞修护还原酸乳（S2）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丝莹秀发洗护养套盒
-毛鳞修护还原酸乳（S2）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雪肌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雪肌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伴妆净化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82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按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291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佰萃莱祛痘修护套盒-植萃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03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05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POPO酷黑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07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珈珏  雅致青春素+珈珏雅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08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KEV祛痘新肌焕颜调理组合-痘印修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13 广州鹏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1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1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净透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1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澜芦荟原汁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29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ngBao糖宝水漾洁颜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3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6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乳木果精华修护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5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愈多肽修护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7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ngBao糖宝水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77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富勒烯凝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8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凯夫 黄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85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发伦天奴姜王去屑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394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丽盼 水光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01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轻柔丝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16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灵颜 奢宠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1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美臀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22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舒爽祛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24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美肌盈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27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小容祛痱健肤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卫小容祛痱健肤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卫小容祛痱健肤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柔情维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3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柔情维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3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清和生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清和生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姿采娇柔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1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姿采娇柔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1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润养舒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榭尔蒙润养舒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雪颜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45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55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Frutta舒爽保湿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58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O`RLG血橙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6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富勒烯凝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6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俪芙多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63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姿萱娇颜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1 广州百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深透凝润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娇若兰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慕娇澜夏日水光轻盈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8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若兰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保湿衡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93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MOPOYAT水润肌透澎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498 广州仁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若兰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若兰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柔百花花漾随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9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柔百花花漾随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9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柔百花花漾随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09 广州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瑞优丹草本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15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亿莲雅深层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2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 鱼子精华系列-鱼子精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24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草本净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33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5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5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5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三湿发精油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47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4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4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4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CHSOIA 美睛秀雅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4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VIA 婵薇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5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6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6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6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7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7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7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8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8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8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9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9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9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蕊姿水润紧致提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77
广州市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紧致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1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0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0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0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古瑞优丹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8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89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2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4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古瑞优丹疏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6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1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59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01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05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10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1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奢宠凝润焕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1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4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1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stery season活力12号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颐堂 香气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28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多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3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3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3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蕊姿水润滋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36
广州市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尚美容迷尚乳清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41 广州市名翔贸易有限公司
贝露娜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42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俪芙立体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73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1#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1#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1#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85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多肽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8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蔻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蔻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蔻诗蓝伊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O`RLG血橙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698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臻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1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颜佩芳 初生净源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13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 奢享香氛去屑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22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33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活妍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39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润·五行方草 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40 广州久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小安瓶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74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朵紧实焕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29832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暨肤肽玉颜焕活冻干粉+玉颜焕活溶解
液+玉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47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KIMUSE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57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UO膜朵真轻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58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e葡萄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60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可蕊姿氨基酸滋养洁颜片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6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多肽冻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68 广东华美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茁妍ZHUOYAN水润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78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曼朵多肽营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79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娇尚秀玻尿酸黄金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玻尿酸黄金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玻尿酸黄金蜂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199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滋颜草本洗发水（干性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5
广州发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美姬 保湿清透水凝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6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0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归原美 植物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15
广州创媄世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阳公主赋活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1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19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1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诗妤水润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水润美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丝柔保湿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2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蜗牛原液保湿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原液保湿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蜗牛原液保湿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舒缓莹肌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3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霏绮去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47 广州尤艾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清透净化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4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LIDORIA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5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见豆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5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丽蒂娜蜂皇奢妍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54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保湿嫩肤冻干粉+保湿嫩肤溶解
液+保湿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57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活力紧肤冻干粉+活力紧肤溶解
液+活力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59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2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焕彩赋活眼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3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活力紧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4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保湿嫩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5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玉颜焕活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6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多效焕亮臻护菌菇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7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黄金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黄金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黄金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6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肽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72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柠檬清新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73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暨肤肽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74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寡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76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资莱嫩肤香水护手霜（蓝风铃)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89
科夫曼（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DORIA净痘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9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草莓清甜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9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丝滑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298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如玉彩虹三色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00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肽舒润安肤冻干粉+舒润安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02 广州博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肩颈舒润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0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05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美肌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2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活性多胜肽分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29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okonevana美颜象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美颜象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美颜象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丝敏奇肌修护套尊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0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奇肌修护套水氧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1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奇肌修护套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2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优美富勒烯红石榴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红石榴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红石榴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洁丝敏瓷肌亮肤套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4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瓷肌亮肤套亮肤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46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奇肌修护套奇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0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奇肌修护套奇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1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如玉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3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丝敏瓷肌亮肤套清透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4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瓷肌亮肤套瓷肌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5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丝敏瓷肌亮肤套瓷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56
广州市洁丝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4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如玉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5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如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6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68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洋甘菊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7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妮丝花之蔓·烟酰胺二合一亮肤面膜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83
广州市倾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木本草温润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8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妠无硫酸盐美容复合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8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89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资莱嫩肤香水护手霜(清新黄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397
科夫曼（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酿 滢肌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1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 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4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唐秀冻干粉组合—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5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质然润养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38
广州梦丽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 橄榄臻萃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4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KRITI  格丽缇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4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宜多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50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莜姿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59 广州子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圣女解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解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解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6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瑞优丹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63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云微冠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66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70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鹿小草平衡补水绿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71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苗伴妆按摩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77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伴妆植物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92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大地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499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营养润发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08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20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乐添美水感隔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2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pllai凯浦莱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24
广州凯浦莱生物医药有限公
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M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2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草原系列草本香氛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 烟酰胺水光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烟酰胺水光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烟酰胺水光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大理石口红 20#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3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肩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4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爆水逆龄抗衰五件
套-24K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61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爆水逆龄抗衰五件
套-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6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熊果苷美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7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趣  滋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84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易容易形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85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冰川系列清爽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8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爆水逆龄抗衰五件
套-24K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97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水活净爽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98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娇皇妈咪 正横赋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正横赋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正横赋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亮肤盒修复溶解酶
+修复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幸福之源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幸福之源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幸福之源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君范男士酷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08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爆水逆龄抗衰五件
套-24K黄金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1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大理石火焰慕斯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净透清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净透清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净透清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至麟叶绿素防护组合水柔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19
广州美上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莫凡水润清活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3 广州惠芳日用品有限公司

娇皇妈咪 元动力舒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元动力舒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元动力舒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皇妈咪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活灵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活灵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活灵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lineface多肽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42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净透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凯夫 焕颜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63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沁雅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伴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65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RELEAD娇厘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85 柏杰斯(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crlette professiona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lette professiona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lette professiona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4#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4#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香水护发精华液（04#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人活水裸妆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活水裸妆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活水裸妆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06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第五绿洲仙人掌润肌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15
广州市宝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OUWA妮欧瓦自然细致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44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自然细致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44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5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4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苗伴妆赋活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57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薏莎慕丽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65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三柔顺滋润免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66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7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补水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OLIANNA珀莲娜经典丽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08 广州春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毛孔洗澡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毛孔洗澡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毛孔洗澡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理氏 多元胜肽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21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肌舒 纳米金·修护精华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32
广州新征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乖呀润润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38 广州启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gBao糖宝水漾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45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悦心【时间】蔷薇皇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4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天草之源多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52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薇悦心【无忧】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5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根芝林玉竹细致原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860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烟酰胺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烟酰胺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烟酰胺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石墨烯净颜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16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露娜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21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JACSS婕晞积雪草奢养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26 广州凝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微肽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2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gBao糖宝水漾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32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多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4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4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腰部美焕套盒-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44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LG血橙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5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见豆祛痘修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5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豆茶树祛痘清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55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年轻茵子纳米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56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妙雪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悦心摩洛哥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佰草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6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蜜鲜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79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采豆绿茶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82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年轻茵子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84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蒂娜臻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89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皇妈咪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 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美肌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0999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KADA氨基酸净润洗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02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瑞优丹修护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07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美之贺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11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型色畅绘三头眉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1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粉肤儿极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2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源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37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型色畅绘三头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3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39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型色畅绘三头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4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瓣焕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45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淑恩赋活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赋活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赋活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垂度头发唤醒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6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头发唤醒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6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头发唤醒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62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薄雾柔纱蜜粉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6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GRE-KRITI 美妍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1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GRE-KRITI小银盒（鱼子酱轻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3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UNIQUSOL二裂酵母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6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玻尿酸肌底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玻尿酸肌底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玻尿酸肌底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瓣净透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089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凯莎缇雅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通透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AVIA 婵薇青春之钥奇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1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3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唤美肌沙棘果鲜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美肌沙棘果鲜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美肌沙棘果鲜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KRITI 深海鲟鱼子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44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GRE-KRITI 深海鲟鱼子抗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4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拍我吖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拍我吖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拍我吖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铂柔顺丰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63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KRITI 深海鲟鱼子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73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采豆美肌能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74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薏莎慕丽蜂胶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80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WHA梨花光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0 广州德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蕊姿石墨烯深层冰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8
广州市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豆洋甘菊净痘爽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01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瓣溋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02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薏莎慕丽鱼子酱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06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耳络全息 离子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09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汇果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果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果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多肽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婕芮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婉美肌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乳酸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乳酸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乳酸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豆植物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27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特伊魅莎小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34
广州壹美健康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婉美肌提升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3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塔丝 活力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3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特伊魅莎多肽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41
广州壹美健康管理顾问有限
公司

DCT耀眼紧致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4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女郎玫瑰粉嫩青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47
佳女郎健康（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VIKADA薇卡妲特润肌透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48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EG·SCF晶致活力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4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净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52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澜皮傲宁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56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源舒缓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58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羽源水光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59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修丽芙 多肽修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65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葡萄籽盈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6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QIANYUKOU焕颜紧致修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71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邦肌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73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航友生物紧致及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74
航友家园（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GRE-KRITI 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80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Begelllain  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 美参草多效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8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搓泥浴宝洁肤乳(弹力补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92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搓泥浴宝洁肤乳(雪肤柔
滑)

粤G妆网备字2019131294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酵母活性肽冻干粉修护套（酵母
肌底修护精华水+活性肽深层修护冻干
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03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翁妮浪漫香氛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1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羽丝蕊赋新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赋新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赋新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葡
萄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葡
萄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葡
萄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3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炫海洋珍珠保湿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4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童颜基因魔法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47
广州三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草本植萃焕颜亮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6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皙葡萄籽盈润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65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寿生堂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寿生堂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寿生堂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至麟叶绿素防护组合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79
广州美上美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脊珍堂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8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蝉净颜祛痘清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393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0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0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0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女子  活泉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Pwxb亮肤焕彩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1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亮肤焕彩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1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亮肤焕彩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12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2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2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2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婉柔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婉柔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婉柔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品旗人堂双重养护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54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盈肌保湿套 水记忆盈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源净颜祛痘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1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邦肌VC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2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葡萄籽盈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4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葡萄籽盈润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67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JRELEAD娇厘纳米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0 柏杰斯(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丝醒舒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0 广州市追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4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OGLIO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0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ZEKOY施芝蔻水光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6 广州施芝蔻贸易有限公司
六月日记氨基酸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7 广州顺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TRIS山岚之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1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B·SCF皙透光彩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2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洗水坊花香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27
广州俏风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晶透
亮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晶透
亮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晶透
亮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PON澜姿博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6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格兰大地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46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木质香氛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5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V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V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玻尿酸V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纤之来享美肩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92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 三合一莹润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596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洋甘菊保湿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0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牡艾满怡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0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 DE JO.M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E DE JO.M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ESLAB 小分子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22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彩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32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古堂 灵芝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37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倾城舒缓修护套-舒缓修护冻干粉+
舒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6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哲学艾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76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肩清赤芍灵动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84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肌源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PACARE BESSIE LESKIN乐丝汀牛奶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699
广州市爱拉菲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暨美倾城钻石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悦享调理套盒-臻极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蝉净透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09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臻极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臻极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皙颜臻极套盒-臻极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蝉祛痘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5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洋甘菊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7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净颜祛痘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18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玻尿酸赋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20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寡肽分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24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佳258净化植萃套组-疏通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25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蝉净颜祛痘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26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尔芬水润盈采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36 广州普善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复活草焦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39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紧致面膜组合-AP·SCF薇
脸紧致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4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紧致面膜组合-AP·SCF薇
脸紧致面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薇脸芊妍面膜组合-EG·SCF薇
脸芊妍面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5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薇脸芊妍面膜组合-EG·SCF薇
脸芊妍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朗皙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65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国KRIBB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6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6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6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韵古堂 灵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72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荣维生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74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兰妮娅 紧致清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75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P·SCF活力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8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韩国KRIBB 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8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8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活氧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8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哲学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91
广州纯哲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国KRIBB 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9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9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79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新好韵 玉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02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纤丝醒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06 广州市追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丝醒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09 广州市追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之养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多效补水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XIAOSD小时代 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小时代 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小时代 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普玻尿酸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2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匠品发轩氨基酸植萃奢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3 广州艾脊邦实业有限公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瑞虎香氛凝萃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31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NIOU贝尼欧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38 广州市凡也贸易有限公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感沁润隔离妆前乳（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多重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4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如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5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氨基酸香氛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7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可卡莉银耀十肽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银耀十肽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银耀十肽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肽妙颜美肌体验套装-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77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氨基酸香氛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8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植百绘胚胎素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84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植百绘胚胎素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87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植百绘胚胎素定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888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古御金兰御芳舒安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04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碧丝植物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07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肽妙颜美肌体验套装-美肌修护冻干
粉+美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15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红石榴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3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多肽修护冻干粉+婵姿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3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皙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0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体验套装-至尊嫩肤精纯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1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体验套装-至尊嫩肤冻干
粉+至尊嫩肤溶酶液+至尊嫩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4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V.V唇情色彩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5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芙兰天鹅柔润丝绒唇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7
广州市慧佳康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茵芙兰魅惑柔润丝绒唇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49
广州市慧佳康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溶
解酶+修复雪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芳素颜素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67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多肽修护冻干粉+婵姿多肽修护溶
媒液+婵姿六胜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69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3性感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72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4慕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73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艺师乌姜精华强根健发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76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施宝贝菁华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83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2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95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5西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96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7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1997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1鸽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14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6裸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15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绘雪肌 雪肌素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1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逆素轻奢口红H8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25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雅瓷肌滋养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雅瓷肌滋养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雅瓷肌滋养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5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5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荟 安肤修护组合套 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5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 SONNA魅惑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55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祛痘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67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ANF轻奢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7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丝康头皮清纯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73
瑞朗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翁妮男仕活力香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097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MELANF魅惑丝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0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思妮艾草植萃精华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04 广州雅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魅力深邃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06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NIOUWA妮欧瓦魅力深邃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06 广州优购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韫焕颜修护套（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07 广州缘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丝亮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美·丝源丝亮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斯昂 粉漾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5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活补水润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確柔魅惑倾慕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19 广州鸿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丽芙 烟酰胺盈润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24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VDIED立体魅动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29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CHARM玩色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60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欧宫庭雪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欧宫庭雪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欧宫庭雪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70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TUS十二格眼影（斑虎）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74 广州君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瑾萱熊果叶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7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羽肤缘 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80
广州市珊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驻颜套驻颜细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LANF星眸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1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珍珠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1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佳258净化植萃套组-净化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14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LANF双头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1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1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尚水感高光双层气垫套装-水感高光
气垫CC霜+凝脂无暇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2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4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4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4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斯昂 光感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48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清透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51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SX星光蘑法气垫美颜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54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媞秀持妆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56
广州市神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佰惠轻装靓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62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奢宠深透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71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7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X星光蘑法气垫美颜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81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伶雲堂焕肤美颜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85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新肌润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89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婷多肽修护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29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韩国KRIBB 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蛋清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一肩清酸刺柳灵动赋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7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本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09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KEAT持久润颜粉底液Y03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23
珞琦雅（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韩国KRIBB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2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2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逆时空黑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2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LEKEAT持久润颜粉底液P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26
珞琦雅（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Sknud 精华养肤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35
广州涵肤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ILLOV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44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gelcolor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45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Y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0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玫瑰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玫瑰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玫瑰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MYZOYA 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6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洋甘菊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洋甘菊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洋甘菊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KGOO 甲油胶(镜面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9
广州柏之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KGOO 甲油胶(镜面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59
广州柏之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物情怀柠檬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柠檬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柠檬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UANTIAN NAIL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1
广州怡然之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物情怀家的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家的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家的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啡C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虹束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禧色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5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丸莎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韩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6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诺醇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7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莱箔士V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7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蔻齐C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7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色漾香水调香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88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尤加利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尤加利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尤加利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eSen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90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9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96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诺C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39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森源本草迷迭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0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妠氨基酸香水能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03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色漾香水调香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2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精粹满满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精粹满满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精粹满满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尔乐草本臻萃奢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2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傢尚品氨基酸滋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29
广州优家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物情怀速度与激情精油+玫瑰华萃荷
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速度与激情精油+玫瑰华萃荷
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速度与激情精油+玫瑰华萃荷
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晚安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晚安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晚安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四季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四季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四季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玻尿酸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50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OSD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SD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积雪草安肤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5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燕麦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65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蜜语浓情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蜜语浓情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蜜语浓情精油+玫瑰华萃荷荷
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皙 沙棘焕活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73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净润焕彩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7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净润靓彩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清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苓芝秀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鹿小草透肌亮肤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2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太阳公主净肤透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曲线御养疏导套御养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妲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49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牡艾美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0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COSMOSIS 胶原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05 广州恒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迪美姿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妲舒韵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10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10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10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23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23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23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星妍美富勒烯莹润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28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薇脸活力
面膜组合-DB·SCF薇脸活力面膜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3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靓颜美肤面膜粉+靓颜美肤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33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薇脸活力
面膜组合-DB·SCF薇脸活力面膜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乳木果身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44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医卡诺吉品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48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姿驰阿魏酸谷胱甘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驰阿魏酸谷胱甘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驰阿魏酸谷胱甘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纤连蛋白净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63 广州天盛潮品贸易有限公司
eto蓝色额头舒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65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润之兰寡肽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78
广州市艾芳俪臣贸易有限公
司



古草悦心堂备长炭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81 广州市琨雅商贸有限公司
娴女玫瑰蜜润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82 广州创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嘟嘟莱雅虫草肽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84 广州美佳慧科技有限公司
唯蕊 鹿骨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8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灰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娴女玻尿酸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5 广州创杰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5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ater Doll小分子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1
广州大宏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建康路 量子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建康路 量子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建康路 量子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0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维生素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奈儿血橙深层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植物蚕丝面膜（白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1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玫瑰圣女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CO.TH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燕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凯莎缇雅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5C艺术体龄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3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净润靓彩
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3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绿婕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思妮生姜植萃精华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1 广州雅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保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保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保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拉拉金泊素颜瓷肌优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6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英颜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英颜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英颜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皙 精萃沙棘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82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钻多肽清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86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697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妖健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1 广州红加白贸易有限公司

琦妲舒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舒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1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1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活氧
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1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平衡调理
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平衡调理
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平衡调理
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傢尚品氨基酸平衡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5
广州优家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森 浓缩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29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多元
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多元
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 铂金奢宠臻颜青春套-奢宠多元
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39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皙烟酰胺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44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乎末蓝光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753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妲腹部舒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02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腹部舒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02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腹部舒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02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古堂 灵芝赋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1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冰川系列足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草原系列足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琦妲活力生机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5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活力生机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5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妲活力生机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5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新好韵 玉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6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茜诗冻干粉修护套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冻干粉修护套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冻干粉修护套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尤加利冻干粉+尤加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尤加利冻干粉+尤加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尤加利冻干粉+尤加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2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茜绵密盈泡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绵密盈泡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绵密盈泡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萬物本草突厥蔷薇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37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荟眼康 眼部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4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古堂 灵芝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47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臻宠凝时电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50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洗水坊老姜王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52
广州俏风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hilaimei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67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金盏花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7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CUANME皙泉美明星级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94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芨萃堂植物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896 广州沁靓日用品有限公司
小红匣肌初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08 广州小红匣新零售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舒通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ilaimei美肌舒缓清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27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SHANG 摩上焕采活肤套组焕采精华活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37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博肽琳生物活性肽修护焕颜组合-冻
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43
广州伊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W Hone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4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皙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48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小妖柠檬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6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诗妤清透净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7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face WOW oxy bubb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7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诗妤舒缓净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GW Tomato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玲纤秀 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ID-YIMEI玻尿酸安瓶明肌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安瓶明肌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安瓶明肌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手主義冻干粉修复雪肌精华盒修复雪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玲纤秀 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299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觅皙沙棘雪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01 广州觅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斯昂 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19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茶花之谜洁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2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焕肌透亮底膜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2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珈珏肌源修护素+珈珏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25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妍俪雪肌幕斯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31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秋雪婴儿亲肤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33 广州宝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ALIND DEEP CLEANSINGGOLD 
BLACKHEA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ALIND DEEP CLEANSINGGOLD 
BLACKHEA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ALIND DEEP CLEANSINGGOLD 
BLACKHEA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CHERRY BLOSSOM LIP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CHERRY BLOSSOM LIP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CHERRY BLOSSOM LIP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腹部护理套盒女人蜜
语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4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芨萃堂毛发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1 广州沁靓日用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寡肽多效美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诺琦极地眼部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8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蓝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蓝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 VC亮颜蓝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凝时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紧致
凝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6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肌底焕能组合-焕能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6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肽能眼部赋活套 眼部传导精
华液+眼部传导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69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冰肌沁润组合-冰肌沁
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7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固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7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艾满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8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青春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8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示眼袋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84
钱仓（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今蝉祛痘平肌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86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足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09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蕙漫香艾养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0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艾养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0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卡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0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出水芙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出水芙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出水芙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碧带刷唇线笔09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19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CARL 发芯能量修护发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26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亿莲雅蕴养腰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2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净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3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舒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舒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舒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舒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蕴养臀部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秀茗瑶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50 广州跃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凤肌  玻尿酸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5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冻龄活力奢华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茶花之谜养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茶花之谜养肤
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冻龄活力紧致
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滚珠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滚珠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滚珠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冻龄活力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植萃滋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植萃滋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植萃滋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白茶清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6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 玉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73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娇韵养护套-胸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芦荟清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3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焕肌透亮美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焕肌透亮植因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发艺师植物精粹深层修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89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腹部护理套盒女人蜜
语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9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腹部护理套盒女人蜜
语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19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冻龄活力套组-冻龄活力金箔
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0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纤丝醒顺滑修护丝醒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07 广州市追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紧致臻颜组合-紧致
臻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0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雪肌焕亮组合-雪肌焕
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焕肌透亮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雪肌焕亮组合-雪肌焕
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宠璀璨组合-奢宠璀璨冻龄
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精华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宠璀璨组合-奢宠璀璨冻龄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萃臻颜组合-奢萃臻颜亮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1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RSC猴面包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22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美倾慕组合-奢美倾慕润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2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美倾慕组合-奢美倾慕润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2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紧致臻颜组合-紧致臻
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2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肌底修护组合-AP·SCF肌底修
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2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紧致臻颜组合-紧致臻
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肌底修护组合-AP·SCF肌底修
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隆诗曼 青春定格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雪肌焕亮组合-雪肌焕
亮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尚蔓 豌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7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花之谜奢宠璀璨组合-奢宠璀璨冻龄
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萃臻颜组合-奢萃臻颜亮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奢萃臻颜组合-奢萃臻颜亮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滚珠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滚珠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滚珠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施宝贝肽元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5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花之谜奢美倾慕组合-奢美倾慕润肤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4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柔嫩护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柔嫩护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柔嫩护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滚珠护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畅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畅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畅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肌  熊果苷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8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蔓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59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冰肌沁润组合-冰肌沁
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三合一冰肌沁润组合-冰肌
沁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臀部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莲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6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玉颜青春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玉颜青春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玉颜青春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蔓柚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8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苓芝秀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6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7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蕴养保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7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草本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草本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套-肩颈草本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清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腹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精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精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精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舒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舒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养护舒润套-臀部舒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蕴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IYUN思韵邂逅柔情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7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迪美姿肌底修护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迪美姿亮肤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蔓燕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92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沅蓝酮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9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9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29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肌底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0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0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迪美姿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0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蕴养净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0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蕴养保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蕴养固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2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碧婷净肤清肌丝滑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25
广州唯爱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莲雅蕴养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3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活源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4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蔓羽扇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58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蔓金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60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诺康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康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香蕊 胸部净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69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田丽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73
广州阿鸿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蕴养舒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7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蕴养清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珈珏雅致青春素+珈珏雅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4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滋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滋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滋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养护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养护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韵姿套-腹部养护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清颜净肤套-净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8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花青素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 光感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养滋润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养滋润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腰部紧致养护套-腰部舒养滋润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活源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39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莲雅蕴养腹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0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诗样芳华水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诗样芳华水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诗样芳华水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茹 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35
广州妍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苹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苹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苹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4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SD桃花甄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ODR烈焰口红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10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草集复活草水润滋养免洗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30
广州市景行品牌运营管理有
限公司

函秀珈院养颜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39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缘香雨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缘香雨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缘香雨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辣椒泫雅诱惑唇膏（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2
广州小辣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辣椒泫雅诱惑唇膏（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50
广州小辣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辣椒泫雅诱惑唇膏（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51
广州小辣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美肌控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7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5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弹力紧致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1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弹力紧致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1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弹力紧致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1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苹果精华童颜套-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胡萝卜素润泽唇膏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21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36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柔光立体高光粉 （03晨夕）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4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姬保湿优氧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55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O 柔光立体高光粉 （02暮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柔光立体高光粉 （01日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5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灼热晶钻美瞳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8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黄金蜗牛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ODR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4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AY黑亮持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5 广州美智恩商贸有限公司

添葹蔓 清爽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88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M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3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水润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水润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水润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M03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4 粤G妆网备字201913369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AY柔亮丝绒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07 广州美智恩商贸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1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妍雅草本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14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WOMEN'S COLOR名媛溢彩流光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17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多肽套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艾养舒缓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5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葹蔓 滋养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59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亿莲雅艾养畅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艾养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百川颈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百川养颜清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艾养畅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艾养和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百川艾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8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百川通润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艾养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8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莹润靓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94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艾养舒缓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9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氨基酸温和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79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艾百川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0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趣修护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05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素东方茶籽婴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07 广州志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朵红润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红润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红润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源本草迷迭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百川藏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效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效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效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GZHONGJIA桑忠佳爆水逆龄抗衰五件
套-24K黄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8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卫士悦自己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45 广东美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KIMUSE星月交辉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5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珂美迷彩矿物质烤粉饼（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53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迷彩矿物质烤粉饼（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54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儿童柔嫩清爽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59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海洋倍润洗发护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60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出手不凡薰衣草滋润蜡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71
广东民新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清润滋养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男士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男士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男士专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若芊秀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3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精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4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若芊秀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896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伴妆草本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01
广州醉美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豆积雪草祛痘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04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粉红动力  魅力时光套—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06
广州粉红动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0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0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YT 莹润清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2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芝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26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黛芝化
妆品商行

合美意氨基酸活性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27 广州尽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卉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34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多肽动力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卉薰衣草控油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57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韵味妈妈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5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净透互通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6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叶绿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62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NXUESHA云雪莎懒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66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卉玫瑰嫩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68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兰玳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71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尊享香氛控油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74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力专家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变变变BianBianBian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81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雅兰玳粉嫩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85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elazaar寡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86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凡芙奢养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87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茶尔·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95 广州呈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9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族·国际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3998 广州西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海星逆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兰玳鲜亮焕采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2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深海水母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水嫩亮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水嫩亮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水嫩亮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0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净透活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净透活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净透活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霖兮补水修护冰川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莲之肤多肽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5 广州铭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弹润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弹润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多肽冻干面膜·弹润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骄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骄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佰壹骄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茵子双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18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康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2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伊源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27 广州利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涅肤血橙玻尿酸多效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33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TED BY MRT活力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42 广州源机能贸易有限公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多肽时光赋活液+焕
彩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43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梦色燕窝奢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45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良品亮肤美颜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亮肤美颜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良品亮肤美颜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澜 玫瑰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56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至享香氛去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60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谷蕊至享香氛净澈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66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云菁淡雅盈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7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云菁淡雅盈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7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云菁淡雅盈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7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尊享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76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珀丽 蜂胶通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蜂胶通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蜂胶通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蕊奢享香氛亮泽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88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根芸·养甘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096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焕彩修护精华液+多
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00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森园竹语修护抗皱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0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互理互理滋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互理互理滋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互理互理滋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符水光美颜气垫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奢享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3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靓彩
粉底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祖艾·艾姜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祖艾·艾姜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祖艾·艾姜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Ka Park 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27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 随心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38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焕彩粉底液（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4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爱丝凯艾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艾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艾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美颜修护冻干粉+美
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0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VEGALASHE眉睫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GALASHE眉睫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GALASHE眉睫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ERBALA防水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4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洋甘菊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6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多肽青春修护冻干
粉+多肽青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57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美肌修护精华液组合-
美肌修护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61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萃季高光定妆喷雾(紫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6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 红石榴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卉钛金箔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4192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莹润靓肤套-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06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微格轻奢发丝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10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莲之肤防护隔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13 广州铭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甲壳素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1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美纤姿 纤巧紧致魅力套-娇柔雅肢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1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多丽亚奢华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1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H+T明眸善睐女神眼部套装 黄金胶原紧
致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修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修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雪颜修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美纤姿 纤巧紧致魅力套-娇柔腹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靓彩
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2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萃季高光定妆喷雾(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33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萬物本草藿香氨基酸沐浴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36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OCE冰川系列清爽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焕彩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木质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dz迷情水生馥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z迷情水生馥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z迷情水生馥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草原系列草本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5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凤眼含情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5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凤眼含情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5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凤眼含情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5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多肽紧致精华液+多
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67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卡凯夫 氨基酸净润平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76
卡凯夫（广州）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森洛 氨基酸净润平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7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ement Elf元素精灵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87 广州小源科技有限公司
洛霏绮滑溜溜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295 广州尤艾日用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倾城柔妍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倾城柔妍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国色粉黛●倾城柔妍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得康丝·修护剪发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8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 柔和舒缓理肤套盒舒缓安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2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三色修容遮瑕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4341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之吻氨基酸净润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51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乐滋发参归二合一修护免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91
广东同仁发宝育发养生堂有
限公司

鲜果肌玻尿酸鲜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9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韵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韵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韵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46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三色修容遮瑕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7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高光定妆喷雾(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74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姜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86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柔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8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焕颜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焕颜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焕颜悦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7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0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12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氨基酸焕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2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纳伊源美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45 广州利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奢颜 眼部滋养调理套组焕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49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归芪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51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利露娜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利露娜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利露娜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氨基酸靓
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蓁颜多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7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谷奢耀焕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4869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颜肽磐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58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冰川系列清爽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6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昌立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立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立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6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063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伊源水肌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03 广州利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达 冰蓝精萃焕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1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佧小分子调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31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轻茵子肌龄焕颜组合-年轻茵子肌龄
焕颜冻干粉+年轻茵子肌龄焕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33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通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通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通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莹润靓肤套-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50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淡纹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淡纹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淡纹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雲堂莹润靓肤套-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68
广州伶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ZD九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78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多肽修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179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咪芽 水光智妍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02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ZD五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07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生妍 苍术精粹油+益生妍 韵秀修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1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轻茵子肌龄莹润组合-年轻茵子肌龄
莹润冻干粉+年轻茵子肌龄莹润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2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D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STME贝岚美芭啦芭啦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7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婷娟壹生富勒烯焕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娟壹生富勒烯焕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娟壹生富勒烯焕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伊源紧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34 广州利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爵俪莎康爵净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35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康爵俪莎康爵净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38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魅嘉丽绿鱼子源萃赋颜线雕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39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爵俪莎康爵俪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40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白兰度bailandu 寡肽蛋白水光蓝莓紧
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41
广州白兰度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康爵俪莎康爵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44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茉莉秀活性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50 广州彩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草原系列草本精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5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芝荟淸净巴比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5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爵俪莎康爵轻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56
广州康希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年轻茵子肌因密码组合-年轻茵子肌因
养护冻干粉+年轻茵子肌因养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57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HERE斯和热弹力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IHERE斯和热弹力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IHERE斯和热弹力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身体护理薰衣草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6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芝荟淸净巴比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6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72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美宣言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7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7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7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森林系列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8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身体护理玫瑰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9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粉红动力  魅力时光套—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291
广州粉红动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身体护理桉树叶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1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身体护理柠檬草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2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Miss Lilly 蜜斯莉魅力倾心香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2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魅力倾心香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2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木质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3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3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草原系列草本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4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Miss Lilly 蜜斯莉梦幻爱恋香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46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梦幻爱恋香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46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芝荟清润利体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5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清润利体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5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紧致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紧致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紧致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CHARMER活性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69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可卡莉富勒烯凝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雅婷植萃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7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紧致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8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源美舒韵精华霜（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5388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荟舒缓肩肌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2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舒缓肩肌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2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顺滑双头粗细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43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顺滑双头粗细眉笔#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45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芝荟温暖通调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4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约塑活力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49
广州诺瑞德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USUPSO顺滑双头粗细眉笔#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54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时尚之吻去屑净爽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69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莱玫果酸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7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嫩肤
套组-DB·SCF蛋白紧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时尚之吻滋润修护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86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时尚之吻蓬松柔顺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87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玫瑰丽舍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91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丽芙蔻提升紧致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95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颜皇后润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媚颜皇后润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媚颜皇后润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4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宝贝艾美 紧肤凝胶套-紧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04 广州艾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滋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滋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滋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克缇诗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0 广州蒋元商贸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四季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四季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四季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女子 玉肌美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峰丽棠温舒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79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温舒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肩部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1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丽棠肩部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啦宝草本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7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净透互通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刁蛮公主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89
百草坊（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纤纤女子 玉肌美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9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瑞奢颜臻爱时光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593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0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紧肤美肌精品套盒蕴能养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0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0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0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0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紧肤美肌精品套盒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1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娜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罪爱·夜城 香水特硬造型护理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3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斯莱寇 玉肌美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仟色妃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29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昔安心倍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36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植御养生姜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4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MUCHSOIA 美睛秀雅时光锁奇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51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岚 吡硫鎓锌去屑洗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59 广州全岚贸易有限公司
俏俪娅玫瑰花瓣透肌水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71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點看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75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金膜颐养套-金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7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出水芙蓉保湿软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84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刁蛮公主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690
百草坊（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0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點看滋润倍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01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 植萃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02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韩诗律皙颜优活祛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03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源佳人鲜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36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温润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40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GSHU舒肌臻颜水润套 舒肌水润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42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點看水润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43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4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茴香多效调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茴香多效调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茴香多效调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0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5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艳芙焕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GSHU舒肌臻颜水润套靓肤水柔彭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1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赫本薇脸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3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itila益肤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益肤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益肤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WIDESKY 天然迷迭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6
广州市百森蓓柔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龄冻冻干粉+龄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69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1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水润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4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刁蛮公主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5
百草坊（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凤肌 寡肽修护密集套 寡肽修护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鱼子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79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赫本薇脸冻干粉+
赫本薇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81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薇媞多肽蜗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蜗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蜗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8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逆时光体验套-赫本薇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87
广州恒宁暨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俪娅冰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1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修护冰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修护冰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修护冰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5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红玫瑰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06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茶多酚青春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10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金膜颐养套-金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13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奢华紧致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18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金膜颐养套-金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1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甘菊草本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3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佰草御泥能量养护套-佰草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ACNE痘院长资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29 广州市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巧克力慕丝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1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润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2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润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2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植萃润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2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澤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啦宝茶皂素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8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3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4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4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姜根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4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滋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47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舒缓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舒缓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舒缓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0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SEELL NATURAL FORMULA HYDRAT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玉颜睡眠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60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冰川系列清爽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7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卡昔鲜活凝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80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啦宝 轻飘飘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94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89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01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唤溶 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0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07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拓养护套-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15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黄金焕活胶原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1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暨溯翎 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2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诗华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2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3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 植萃净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33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仙诗华藏养草本熏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34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姜能养护套组-姜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兰妮娅鲜活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1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色薇血橙美肌蘑菇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3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道昇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4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Element Elf元素精灵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5 广州小源科技有限公司

仙白草补水保湿紧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8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思恩藤焕彩雪颜净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59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恩藤艳养冰泉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61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佰草能量养护套组-佰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6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色妃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72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线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8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晶纯盈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晶纯盈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晶纯盈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8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啦宝 修护精灵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89
广州蓝博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美科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59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尚花园富勒烯多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02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T明眸善睐女神眼部套装 黄金明眸水
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1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温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27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YANNI卡妍妮精致描绘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29 广州升腾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肩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30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润HUAYANRUN丝滑皙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3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玑芙 冰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4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星河闪耀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禾真碧萝芷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6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巨伟西洋参分解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西洋参分解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西洋参分解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倍爱·户外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6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色薇血橙美肌蘑菇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72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卡缇娜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7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嘟嘟莱雅虫草肽焕颜滋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85 广州美佳慧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明瞳植萃精华玉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86
广州悦瞳世家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丽刻舒 水润渗透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88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GLIO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梵琦叶酸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3 广州冠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SI VL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SI VL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SI VL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忍冬花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忍冬花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忍冬花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098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植御养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0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OULUNYA欧伦雅多效修护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1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爱时光 植萃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3 广州帝美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欧曼茹 积雪草水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4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尚花园臻金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7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卡缇娜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力色彩 水润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32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3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 玉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35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巨伟紫草清源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4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紫草清源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4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紫草清源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48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一生清颜净肤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清颜净肤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清颜净肤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尚沐芳柔软净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61
广州御尚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妤姿氨基酸清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66
科玛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千妤姿清润净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68
科玛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紫花仙   头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78 广州市莱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NAKED TRUFFLE)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NAKED TRUFFLE)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NAKED TRUFFLE)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8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Fallkite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82 广州秋风筝商贸有限公司
惜颜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85 广州华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DARE T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9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DARE T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9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DARE T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9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紫香瑰聚谷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193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影冰爽养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WINE NOT)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WINE NOT)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WINE NOT)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伊娜皇妃御龄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3
广州市红樱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郑一生雪润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雪润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雪润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B·SCF唯脸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茶树苷冻干粉+茶树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1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茶树苷冻干粉+茶树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1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茶树苷冻干粉+茶树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1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WILD PETITE STICK(PINKERBELL)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PINKERBELL)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PINKERBELL)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2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 U RED-Y)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 U RED-Y)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R U RED-Y)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NǒME香体喷雾【第七大道】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HOC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3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HOC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3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EWILD PETITE STICK(CHOCO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3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明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萃然美小心心多肽幸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44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SHI媚眼纤长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4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5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儿童牛奶营养倍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7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儿童芦荟补水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73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海洋倍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75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儿童滋养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76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雨贝尔肌底精华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肌底精华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肌底精华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 儿童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4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RIJIALI多肽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鲜活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鲜活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鲜活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JIALI多肽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62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曼姬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11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多效修护光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12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多效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13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多效盈润水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19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瑶黛 冻龄驻颜套组 冻龄驻颜液+冻龄
驻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21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tila茯苓红花调配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2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茯苓红花调配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2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茯苓红花调配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2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花蒂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25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SHANGTON香格顿凝彩芳泽唇颊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3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萌宠水漾凝色唇膏 06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3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口红M102深红
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口红M101蜜桃
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佰草御泥能量养护套-佰草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5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444#摩卡
焦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666#日落
血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花蒂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49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口红M103橘子
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5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口红M104苹果
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5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333#奶杏
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5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555#红了
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5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口红M105吃土
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6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轻盈雾面哑光不沾杯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6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花蒂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80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雅蒂莲娜唇膏（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82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秘语雾面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8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蒂莲娜唇膏（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89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温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91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 香体喷雾【肯辛顿的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9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ZP炫亮魅力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39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 香体喷雾【馥郁枳木】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0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荷花蒂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05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逆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0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 香体喷雾【密林的琥珀】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0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珂芝雅何首乌塑形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1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NǒME 香体喷雾【深邃西普】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1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雪亮沁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1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花容悦貌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花容悦貌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花容悦貌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绣球潮魅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绣球潮魅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国色粉黛●绣球潮魅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姜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96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数焕彩隔离护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497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菁纯精华润唇膏NO.6758-2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菁纯精华润唇膏NO.6758-2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菁纯精华润唇膏NO.6758-2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臀部护理项目套装-润肌紧实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香瑰净肤微雕冻干粉+六肽冻龄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5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 奢宠繁星水润显
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08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臀部护理项目套装-臀部温和生姜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16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数亮彩隔离护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1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荷花蒂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2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222迷男杀
手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222迷男杀
手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222迷男杀
手粉（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Hjaren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柠檬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柠檬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柠檬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女之源腹部保养套装-草本调理平
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5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8复活芭
比粉（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8复活芭
比粉（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8复活芭
比粉（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48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樱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樱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臻养温变润唇膏（樱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111Soga奶
茶（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111Soga奶
茶（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111Soga奶
茶（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腋窝护理项目套装-腋颈臂部净化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伊肤人 美肤修护冻干粉+美肤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58
广州添泓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方糖状固体磨砂膏（柠檬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7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方糖状固体磨砂膏（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7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今蝉 净颜祛痘清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90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方糖状固体磨砂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3659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秀之梦 梦幻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之梦 梦幻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金盏花冻干粉+金盏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金盏花冻干粉+金盏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金盏花冻干粉+金盏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NYQ尚霓立体持久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立体持久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立体持久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冻干粉+积雪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冻干粉+积雪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冻干粉+积雪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0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凝润光感气垫CC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2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美人家珍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3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小蘑菇水光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4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 雾光弹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6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凝润光感气垫CC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6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富勒烯童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富勒烯童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教授富勒烯活力眼霜套装 富勒烯童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出手不凡白茶蜡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74
广东民新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影烟酰胺焕亮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84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美人家珍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8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伯来男士遮瑕塑颜裸妆BB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86 广州亿涵贸易有限公司
蓝伯来男士遮瑕塑颜裸妆BB霜 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87 广州亿涵贸易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遮瑕美颜CC蘑菇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3668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NNYMEET臻润焕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71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728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好运气垫CC霜（No.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730 广州万霖贸易有限公司

娜尔蔓 清透薄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738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滋颜草本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04
广州发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REECHADA好运气垫CC霜（NO.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11 广州万霖贸易有限公司

御资莱嫩肤香水护手霜（小苍兰）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12
科夫曼（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资莱嫩肤香水护手霜(伯爵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23
科夫曼（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宇宙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宇宙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宇宙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素颜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素颜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素颜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3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3瓷肌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3瓷肌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油润透粉底液03瓷肌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 水漾娇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51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白色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白色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沙龙香水系列之白色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姬 保湿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6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靓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靓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靓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 肽能眼部赋活套 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8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翁妮粉嫩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84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安美姬 慕斯泡泡洁面冰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93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通合一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689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Vway清弗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0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六月日记氨基酸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09 广州顺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OCE手足护理玫瑰泡足镁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1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弹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OUHER高姬胶原蛋白蚕丝球+蓝铜肽塑
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29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3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3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舒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3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肌底焕能组合-AP·SCF焕能紧
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4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BINSHU宾舒氨基酸补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51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EXIU悦秀六胜肽安瓶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5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源力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  牛奶花韵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67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蒂凯儿葡糖苷舒缓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78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雪橙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79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恩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6994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天泉 焕颜新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00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尔蔓 氨基酸柔皙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07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UCYLE凡露希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08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蒂斯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钻多肽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23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 鱼子酱御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鱼子酱御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鱼子酱御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海洋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4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初妍植 深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43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oftto 依克多因水光防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47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婴儿水润清凉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48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新生儿泡沫清爽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49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新生儿无泪倍润洗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0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儿童倍润柔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3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新生儿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6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可卡莉奢宠净润洁颜组合-卸妆啫喱
（外管）+洁颜乳（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奢宠净润洁颜组合-卸妆啫喱
（外管）+洁颜乳（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奢宠净润洁颜组合-卸妆啫喱
（外管）+洁颜乳（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思黎胶原蛋白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62 广州澳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清风一族三秒塑型植物奇趣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70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补水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补水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补水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08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六胜肽安瓶精华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12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如玉烟酰胺亮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25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甜橙活颜卸妆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3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EYRIRE 烟酰胺璀璨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31 广州佐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 六胜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3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EYRIRE 二裂酵母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35 广州佐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拉合欢树抗糖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37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
司

EYRIRE 多肽小分子莹润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40 广州佐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GIN深海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44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46 广州万霖贸易有限公司
BRUBEA水润修护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48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GIN美肌多效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49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syLocket梵兮之匣鎏金美颜卸妆水
（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50
广州有容有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EYRIRE 鱼子精华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51 广州佐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舒缓净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52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FansyLocket梵兮之匣鎏金美颜卸妆水
（清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54
广州有容有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BRUBEA玻尿酸水光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64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 温和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6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BRUBEA补水原液蚕丝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73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86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86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86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原俪多重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0
广州暨颜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瓦伦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透爽盈亮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way清弗臻采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丽贝拉明彩亮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19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大利亚AFI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玫瑰果油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赋活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大利亚AFI 麦卢卡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0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菡妙雪蜂蜜滋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蜂蜜滋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蜂蜜滋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玻尿酸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玻尿酸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玻尿酸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1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粉嫩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2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雪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2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复
合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2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复
合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2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复
合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2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芙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230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MOLY海洋精粹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12 广州思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柔皙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15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木知春 舒缓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16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荟泉乐园芦荟鱼子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圈蜜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泉乐园芦荟蜂胶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泉乐园芦荟珍珠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2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es-cell 赋能多肽肌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38 广州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宝舒缓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4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宝舒缓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4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指爱焕颜宝舒缓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4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焕彩水感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59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诗蔻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74 广州美伊尔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玻尿酸洋甘菊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7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美之秀玻尿酸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玻尿酸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美之秀玻尿酸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烟酰胺玫瑰驻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芒果缤纷水漾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荔枝缤纷沁润鲜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草莓缤纷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柠檬缤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蜗牛金盏花驻颜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水蜜桃缤纷水润透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香橙缤纷补水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葡萄缤纷亮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椰子缤纷水嫩幼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菠萝缤纷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39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猕猴桃缤纷水润弹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去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去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去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6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草丽人玻尿酸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0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七玻尿酸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15
广州三七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美芙起点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18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滋颜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2 广州厘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乐滋水润植物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3
广州市礼当家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冰雪灵芝水润面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4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蒙玻尿酸水感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31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意丝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意丝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意丝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水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水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水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元素  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42
广州净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彤涛颜玻尿酸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47
广州彤涛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彤涛颜多效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50
广州彤涛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纽茵细胞复合因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51 广州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OJIO复活草植萃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59 广州琦迹时尚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64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72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冰川系列出水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8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草原系列草本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修护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修护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修护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木质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丝特烫染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499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OCE香氛护手霜（影子）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0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优傢尚品氨基酸营养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05
广州优家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香氛护手霜（梦）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0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香氛护手霜（空气）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0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香思妮植萃精华乳液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09 广州雅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香氛护手霜（森林）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巨伟益母草收紧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益母草收紧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益母草收紧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ODIY触感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7
广州普美娜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OCE香氛护手霜（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1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USUPSO冈山白桃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23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OCE香氛护手霜（青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2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乐客生活多效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35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Vway清弗水之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客生活盈润清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1 广州久懋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JONATN莊納頓鱼子修护套盒-鱼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AVOS 富勒烯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49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BRUBEA肌初美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53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茶树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5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USUPSO京都樱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61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itila原姜动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原姜动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Eitila原姜动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7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DAKOCAM黛蔻森植物精萃净屑控油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92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5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粉 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 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 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天泉 焕颜新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05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熊果叶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1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俏茜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21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蕊尊享香氛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22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数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套-寡肽祛痘
修护冻干粉+祛痘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24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CDT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2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 红石榴精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29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伟舒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舒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舒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润
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润
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润
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3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NYMEET晶致多肽多效活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42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米莉姿草本金膜调理套-金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43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way清弗水之漾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49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蕊奢享香氛修护水润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53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UNNYMEET晶颜微因子焕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54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添枝平衡油脂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61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神经酰胺仿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78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舒缓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舒缓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舒缓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皙颜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0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滋颜草本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02
广州发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臻肌颜凝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08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MEN 辣木根熬制精华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13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采堂纤肤香氛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14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B（腰部专用套) 御肌2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0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B（腰部专用套) 御肌4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2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MEN 辣木根熬制精华祛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5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B（腰部专用套) 御肌3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29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妆驻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驻颜多
肽修护冻干粉+驻颜多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46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恩丽琪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4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蓝铜胜肽紧致冻干粉组合蓝铜
胜肽紧致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蓝铜胜肽紧致冻干粉组合蓝铜
胜肽紧致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箔雪雅蓝铜胜肽紧致冻干粉组合蓝铜
胜肽紧致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A（颈部专用套) 御肌1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5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NNYMEET晶萃修焕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A（颈部专用套) 御肌3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57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B（腰部专用套) 御肌1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72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天泉 焕颜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75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颐方 御肌套A（颈部专用套) 御肌2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76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花酿水灌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7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天颐方 御肌套A（颈部专用套) 御肌4
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88 广州颐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乐悦颜瓷肌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90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草本金膜调理套-金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92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品 无暇隔离乳（润色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95
广东业欣医疗净化工程有限
公司



洛克泰迪 新生儿护臀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797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米莉姿草本金膜调理套-金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1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esik 头皮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26 广州唯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米莉姿草本艾护颐养套-艾护颐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31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鲜活睛采眼部修护套装-鲜活青
春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丝源 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奢华臻宠舒缓修护套组3件套奢
华臻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7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积雪草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互理互理滋润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互理互理滋润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互理互理滋润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俪雅水动力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水动力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水动力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0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壹之春植萃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3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梦惜颜水漾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4
广州医美药妆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壹之春植萃精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5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壹之春植萃精华洁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58
广州壹之春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38℃国色天香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6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神清气爽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63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舒缓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69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38℃真爱密码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73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逆时光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7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惜颜沙棘平衡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沙棘平衡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沙棘平衡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眼
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眼
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眼
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8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水分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水分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水分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氨基酸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氨基酸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氨基酸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保湿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保湿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保湿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89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组合-玉颜润养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玉颜润养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舒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肤点冻干粉水光童颜修护套-玻尿酸
水光修护精华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5 广州多肤点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ei蓖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07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美肌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妮康温养舒缓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24 广州恩特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焕颜美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27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辉妍玻尿酸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4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VOS 富勒烯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51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似水芙蓉胶原蛋白水晶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6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清颜净肤套-清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7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清颜净肤套-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7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清颜净肤套-清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7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清颜净肤套-净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穆丝维生素B5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79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溯翎 美眸眼部套-美眸滋润冻干粉+
美眸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植萃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植萃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植萃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暨溯翎 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控油祛痘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控油祛痘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馨泊颜草本净颜祛痘组合-控油祛痘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暨溯翎 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1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纯护卷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11
广州市三仓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焕彩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1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imei视黄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18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纯护卷定型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22
广州市三仓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

BRUBEA 滋养弹润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25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ilaimei焕颜舒缓水氧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29
广州植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唤溶 美眸眼部套-美眸滋润冻干粉+
美眸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3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 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3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eimei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36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凌柒植萃头皮祛屑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53 广州锦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冻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78
韩冻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Aimile依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86
广州爱米乐细胞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草本益肤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09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信萃源舒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素亮靓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0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08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博士金缕梅净透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22 广州淘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萃源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静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3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静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3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静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3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VOS 富勒烯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35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吻泉寡肽净肤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38 广州吻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雅婷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4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AVOS 富勒烯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51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5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5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5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零创 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6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6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6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VOS 富勒烯眼部滋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68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瑞美妮沁润舒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84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VOS 富勒烯洋甘菊修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188 广州智美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芨萃堂毛发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07 广州沁靓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雪莎琳私人定制多肽修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28 广州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玲纤秀 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3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哈里王子 男士焕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子 男士焕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子 男士焕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糖小萌壳聚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40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姿莱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42
广州市惠亿多美容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葵儿星座星语梦幻口红套盒-棕调酒红
（摩羯座）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星座星语梦幻口红套盒-棕调酒红
（摩羯座）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星座星语梦幻口红套盒-棕调酒红
（摩羯座）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OZU LUXURY GOL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LUXURY GOL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LUXURY GOL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way舒润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8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莱囡囡焕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囡囡焕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莱囡囡焕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时光神经酰胺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93 广东靓晒科技有限公司

唤轻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唤轻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唤轻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洛克泰迪儿童润肤保湿泡泡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299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婴儿洁净舒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00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i-Softto 视黄醇精华乳（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0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视黄醇精华乳（进阶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04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 婴儿山茶籽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05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婴儿倍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06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儿童草莓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11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Vway水合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12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臻采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1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19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倪尔美富勒烯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22 广州诗茵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Vway御龄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2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水之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25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28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逆龄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29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舒润气泡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31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美肌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34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澜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1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小花茉莉精油+梵诗悦颜葡萄
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Vway清弗逆时光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薰衣草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道汤 清静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7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柠檬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凡露希玫瑰花滋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玫瑰花滋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玫瑰花滋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迷迭香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5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黛雅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套-索黛雅
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索黛雅寡肽祛痘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5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天泉 焕颜新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60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姜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6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E手足护理保湿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6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甜橙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6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天泉 焕颜新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74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妙约定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妙约定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妙约定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玫瑰精油+梵诗悦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8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CO2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CO2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CO2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CO2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383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罗马洋甘菊精油+梵诗悦颜葡
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0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轻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02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赋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06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琴斯柏 冰肌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0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玲纤秀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0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安琴斯柏 吾肌美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1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e naissance德素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12
华妆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安琴斯柏静颜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1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道汤 舒展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34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椰香咖啡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3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天极元青春曼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39 广州香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琦防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4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妍熙倍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46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OCE植物系列细磨浴盐 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4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老树草本修护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修护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修护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 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2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3 广州茹妮贸易有限公司

芭纯柔顺香芬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5
广州市三仓品牌营销有限公
司

蓝佧多肽赋活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浓缩咖啡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5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轻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60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平衡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61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植御养生姜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7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7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妃妮竹炭清洁磁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7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温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7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 焕能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8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焕能膜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484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方小艾艾浆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07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BOQ秀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Q秀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Q秀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1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三六五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罗尼卡炫彩晶钻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6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水嫩净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水嫩净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水嫩净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4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梵玳孕纹护理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43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浓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46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特尔畅悠调理套-多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61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泛特尔畅悠调理套-多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62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芙皙净皙妍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83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彩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9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皙净皙肌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594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LPHI 防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0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净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0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金缕梅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2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芙皙净皙妍基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4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皙净润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6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 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1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皙净润肌平衡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20 广州思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舒护黄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26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DAKOCAM黛蔻森咖啡果精萃养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30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馥薇修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31 广州馥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MEIKON恒润臻美套青春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3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安美姬 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0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IBAIMEI汇百美血橙细致提亮安瓶精
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5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7骑士之
血（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7骑士之
血（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7骑士之
血（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透明质酸柔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4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尔韵美草本紧致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55 广州彩韵科技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9东京土
橘（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9东京土
橘（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009东京土
橘（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5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WAY角质蛋白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67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7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羽琪视黄醇舒纹焕亮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74 广州芸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蒂斯植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植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植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养之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6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妆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哆咪爱多用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05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沁润水漾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1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滋养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22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姜博士青蒿祛屑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26 广州淘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SIYU补水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补水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补水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水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水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水嫩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666昼夏之
花（圣女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666昼夏之
花（圣女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OBOCHIU奢华丝绸润色口红666昼夏之
花（圣女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糖小萌清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6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自由体植萃臻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37 广州市姿由体电子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2#亮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2#亮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光感无暇粉凝霜02#亮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の韵  植物原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46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糖小萌壳聚糖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49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亲恩燕窝滋养淡纹修护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77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清泉倍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7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LUAGE氨基酸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8787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熙水漾清透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01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幼熙水润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04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颜烟酰胺光感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15 广州晟火焱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日记燕窝塑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18
理肤日记（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汇姿莱草本赋活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0
广州市惠亿多美容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视一号  舒爽能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8
广州优视一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悦购提拉拉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29 广州活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姿莱植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37
广州市惠亿多美容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MOISSON姜黄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43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水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61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彩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6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 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 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 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红花舒活深护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红花舒活深护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红花舒活深护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2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甘草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79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柯纳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积雪草超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9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积雪草超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9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积雪草超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8896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AAS 欧洲椴花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欧洲椴花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欧洲椴花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蝶澜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10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美妮水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13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精华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38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明眸润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40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澜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61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899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诺堂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0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酰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12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透润燕窝组合-美肌
透润赋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15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喜尚活力紧致修护套-活力紧致修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17
广州怡维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艾八正 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1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竹炭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24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纯婕尔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2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积雪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29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巨伟连翘净化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4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连翘净化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4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连翘净化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44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58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王妃  幼滑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 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1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0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玳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10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玳青春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28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FULS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巢婴幼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0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焕颜青春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派思音 美都拉健肤套 美都拉舒润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思音 美都拉健肤套 美都拉舒润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思音 美都拉健肤套 美都拉舒润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0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TOFULS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活力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轻盈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定青春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71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加拉安娜芦荟胶晶透不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72 广州俊雅商贸有限公司
欧迎晨 一次性秀发修饰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77 广州勇妮贸易有限公司

妃欧娜 慕斯净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78
广州市姬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慧腾胶原焕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8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美 玻尿酸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82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丽 肩颈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肩颈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丽 肩颈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丽何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7
广州创丽化妆品经营有限公
司

定青春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199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木本草多肽精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0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丽何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04
广州创丽化妆品经营有限公
司



飘丝净肤光感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14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透润燕窝组合-美肌
透润燕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30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思妤络鲜草《寒》 套-鲜草精华Ⅴ号
+妤思妤络鲜草《寒》套-鲜草膏Ⅴ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44 广州妤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焕颜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51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透润燕窝组合-美肌
透润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56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唤溶 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7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YANSHOW阡彦秀金典1818拉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金典1818拉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ANSHOW阡彦秀金典1818拉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媚堂玻尿酸蓝光下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玻尿酸蓝光下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玻尿酸蓝光下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玻尿酸蓝光下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调肤修护冻干
粉+调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调肤修护冻干
粉+调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调肤修护冻干
粉+调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honey box腊菊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292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单肽动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双肽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润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润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润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丹参
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美肌透润燕窝组合-美肌
透润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30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碧修护冻干粉套-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34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喜尚活力紧致修护套-草本活力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36
广州怡维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清畅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清畅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清畅滋养套-臻品清畅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倾城久石美·肌原初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2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活力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活力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活力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焕颜美肌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6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正尼可熊 婴童玉米舒爽热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正尼可熊 婴童玉米舒爽热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4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舒养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舒养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舒养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明眸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5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a Skin 北美金缕梅清痘套盒-北美
金缕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62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时尚臻品香薰闪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68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黛雅皙肤亮颜冻干粉套盒-索黛雅烟
酰胺皙肤亮颜冻干粉+索黛雅熊果苷皙
肤亮颜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81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手足护理保湿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8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雅梵纳凝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391 广州沁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黛雅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索黛雅多
肽修护冻干粉+索黛雅微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01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魅而 水光均衡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05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葵儿亮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亮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亮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SHANG 摩上丰盈紧致系列套组丰盈蛋
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24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YW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30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草本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3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草本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3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方岸发芯聚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33 广州百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小记焕颜雪肤V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34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44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BRUBEA 逆龄紧致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50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子爱丽丝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56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善堂背美舒韵精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59
广州六合尚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嫒鎂儿天女木兰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64 广州鑫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酷黑极细眼线液笔（毛头）01#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7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酷黑持久眼线液笔（棉头）02#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7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香施帝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78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匙美刻 淡纹紧致提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7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玥珑碧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81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茶尔·视黄醇舒缓提亮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492 广州呈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JAREN禅静淡雅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0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LU卡鲁雪松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11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TRIS山岚之精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1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途日落沙漠玫瑰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18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恩藤焕彩雪颜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25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PSO速描极细立体眉笔05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2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速描极细立体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3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速描极细立体眉笔03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31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安薇媛轻松勾勒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33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38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魅而菁润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54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范琦Q弹冰淇淋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68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康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9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S·PALACE 滋养油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96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韵味妈妈舒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59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新生儿保湿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1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纬生堂温润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1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ORYDERM水光生鱼子酱奢养气垫霜01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24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如雪水润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29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ATIME星空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33
广州紫南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GIC DEMON奢彩焕颜震动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4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奢彩焕颜震动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4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奢彩焕颜震动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4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金致美肌修颜蜗牛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5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熙蓝酮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套-蓝酮肽
紧致修护冻干粉+林兰润露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59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青春凝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89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e语水果之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90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小记焕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91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69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法国香氛沐浴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香氛沐浴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香氛沐浴露（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维诗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维诗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维诗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UYA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15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AIVLINGN氨基酸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2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儿童牛奶营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28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时尚之吻氨基酸滋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46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唤轻角鲨烯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唤轻角鲨烯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唤轻角鲨烯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时尚之吻氨基酸滋润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48
广东红周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膜朵金花葵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60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i-Softto 左旋维C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6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舒缓修护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64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水杨酸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6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美肌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76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金魅而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57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ESE玻尿酸多效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66 广东蒙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恩藤焕彩雪颜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71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7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创 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NSUYAN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86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玫丽莱长效补水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94 广州娇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炭爽控油舒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898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熙微晶肌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0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圈蜜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格丽逆时光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8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竺草堂倍感呵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3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竺草堂倍感呵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3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竺草堂倍感呵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3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竺草堂倍感呵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3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炭爽活力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8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HIN亮采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19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莹亮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2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博士红参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26 广州淘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DEMON温和滋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温和滋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温和滋养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YKLOLi温和洁净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35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自然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4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羅马香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58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崋麗珠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6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崋麗珠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6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崋麗珠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6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梦鑫禧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78
圣梦鑫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仕品堂雾色梦境哑光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81 广州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9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9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9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多效修护净透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3999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果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果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果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胜美决明子活力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0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诗露雨冰川润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冰川润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冰川润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美血橙亮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血橙亮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血橙亮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梦鑫禧活力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29
圣梦鑫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欧肤润美肌靓采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33 广州欧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GT0N香格顿恒彩魅泽唇膏 777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3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爆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爆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爆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蔻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液
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4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紫香瑰六肽净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49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博士蛋白奢护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57 广州淘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厘岛多肽修护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6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格丽金纯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69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欧肤润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78 广州欧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肽能眼部赋活套 眼部紧实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08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美妮保湿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00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1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RUBEA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13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焕颜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25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当康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39
广州采芝林植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皙葡萄籽紧致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4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青春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42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婕尔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4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鲜活睛采眼部修护套装-鲜活睛
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4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GIC DEMON舒缓净透卸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舒缓净透卸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DEMON舒缓净透卸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正尼可熊婴童玉米清凉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正尼可熊婴童玉米清凉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歌 陶醉香型喷雾特硬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7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6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N.Colr植萃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V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源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婕尔祛痘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19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倪尔美量子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20 广州诗茵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嫕馨堂舒润修养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33 广州泰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GRAHAM 舒缓净柔冻干粉 
+DR.GRAHAM 舒缓净柔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3 广州多群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组-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4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净透养护组合清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Vway舒凝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物吻·净透养护组合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净透养护组合舒畅净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4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5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纬生堂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5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の韵  植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59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蕊奢享香氛去屑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63
广州市阿道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ELLE N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65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洋甘菊奢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66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玫瑰奢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69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Clamalab蓝铜胜肽美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80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纬生堂肩颈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8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8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温润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9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肩颈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29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2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蔻酵母植萃水润亮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29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香薰焕肤祛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30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S·PALACE 滋养胶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47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纬生堂康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6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康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61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ue Aroma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62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琦舒缓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68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奢宠尊颜嫩肤套盒-奢宠尊颜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7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姬赏莹润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8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姬赏莹润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8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姬赏莹润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84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FZA眼部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8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精致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397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体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能量精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Schatz STEM CEL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3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 SAGE 梵上富勒烯冻干粉+烟酰胺
光感进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 SAGE 梵上富勒烯冻干粉+烟酰胺
光感进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 SAGE 梵上富勒烯冻干粉+烟酰胺
光感进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5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晶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晶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晶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魅而 红石榴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19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身体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25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草本雪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草本雪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臻容靓颜组合-臻容靓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way清弗臻肌颜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4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臻肌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1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 Attitude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3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峰の韵  植物原液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4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紧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5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の韵  植物精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7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植物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59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植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63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定青春富勒烯水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75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透无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76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峰の韵  植物原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80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81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way舒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482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way清弗水之漾臻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04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aut 7DayBrightWhitening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0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SEA 深海矿物补水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4 广州奥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奥纳多非凡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亮采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ENGLISH SOAP COMPANY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8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xinyi馫逸香奈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19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yi馫逸丝滑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0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1#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2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2#朱砂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3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3#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4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4#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6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5#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6#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魅惑丝滑口红 207#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29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树纯柔丝润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39 广州素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way清弗逆时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4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树柔滑丝润玻璃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51 广州素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钻石柔润丝缎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54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UYAN烟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57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bay 丝绒雾面口红（NO1）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5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丝绒雾面口红（NO2）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6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炫酷四色烤粉眼影（K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6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炫酷四色烤粉眼影（K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64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RUBEA烟酰胺水光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65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DCIE嘉若汐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94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DCIE嘉若汐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94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DCIE嘉若汐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94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产后疏通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59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思薇 挚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0 广州善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产后疏通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06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甜橙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甜橙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情怀甜橙精油+玫瑰华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B 水凝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12 广州智美健康美容有限公司

JADCIE嘉若汐塑型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DCIE嘉若汐塑型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DCIE嘉若汐塑型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芮菲光感立体双效修容棒（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31 广州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BEA逆龄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34 广州素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遮瑕提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52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容易形 焕能膜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5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言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55
广州嘟莱克健康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蕾珂美甜橙收敛毛孔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664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y 丝绒雾面口红（NO4）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1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俏龄密码俏佳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俏佳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俏佳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唇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唇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唇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YOO  臻彩幻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17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弹润无瑕蘑力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20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芮菲光感立体双效修容棒（阴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22 广州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一奢润连体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2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轻透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2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膏（110）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3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膏（140）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36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膏（152）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41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凯蒂佩里喵吉蒂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4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蕾彩樱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44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膏（130）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4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SHASHIDIWA莎氏蒂娃贵夫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52
广州莎氏蒂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ASHIDIWA莎氏蒂娃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53
广州莎氏蒂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神卡卡性感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7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ASHIDIWA莎氏蒂娃克莉丝蒂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0786
广州莎氏蒂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蛋白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草本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1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婵茜黄金蜂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黄金蜂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黄金蜂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UYA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7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UYAN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09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QIANSUYAN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14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QIANSUYAN 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16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QIANSUYAN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20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一枝春美肌润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美肌润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美肌润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UYAN 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47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5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尊蕴烟酰胺亮肤血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烟酰胺亮肤血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烟酰胺亮肤血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之源活性炭强化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78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QIANSUYAN烟酰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80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嫩肤蛋白套组-
MG·SCF玫瑰嫩肤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08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 焕能膜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60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0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希莱 SINSILAY富勒烯焕肤紧致固体
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31 广州欣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昂丝魅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3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ISSRI蓓丝丽精油清爽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4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欣希莱 SINSILAY富勒烯焕肤亮颜固体
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41 广州欣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SSRI蓓丝丽女神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47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欣希莱 SINSILAY富勒烯水润修护固体
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49 广州欣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愛情塗法師·玫瑰花语香薰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56
广州爱情涂法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她她公主石墨烯多肽净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64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O`RLG血橙冰爽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6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净透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6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泊萃玻尿酸多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76 广州汇集盛开商贸有限公司

集修堂逆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79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81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麦 精纯红石榴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85 广州魔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mily初颜套盒-初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88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植因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09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QIANSUYAN烟酰胺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08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bay 净透保湿卸妆油（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1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露思美瑞美肌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14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bay 净透保湿卸妆油（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1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泽莲星语玻尿酸焕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18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泽莲星语红景天嫩滑光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20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NSUYA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24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SEMMI辣木籽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28
神秘果园（广州）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3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32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五木本草净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3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抗衰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37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泽莲星语山茱萸水光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1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金箔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养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佑依 四季保湿护手霜套盒 薰衣草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5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泽莲星语石墨烯焕采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8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ODIY樱花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49
广州普美娜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俏芙堂水源活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50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韩素生活蜂胶健康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52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韩素生活薰衣草香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57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蓓昵珂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59
广州瑞思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嫩肤蛋白套组-
MG·SCF玫瑰嫩肤植因液+MG·SCF丝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韩素生活芦荟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62
广州韩之素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O`RLG 血橙玻尿酸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6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6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OUFEQAN欧妃泉 水漾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71 广州裕肤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依 四季保湿护手霜套盒  洋甘菊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72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佑依 四季保湿护手霜套盒  玫瑰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74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熙蔻兰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76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ARK-NAKED 裸瑟雪纺丝柔修颜隔离霜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7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K-NAKED 裸瑟雪纺丝柔修颜隔离霜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丽熙神经酰胺血橙多效修护冻干组合
-神经酰胺血橙多效修护冻干粉+神经酰
胺血橙多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7 广州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润颜防护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8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草堂精舍水嫩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水嫩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水嫩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栩欧水氧透润活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94 广州千饰牧歌贸易有限公司

迪凡芙针叶樱桃雪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196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SCF肌底焕能组合-焕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QIANSUYAN洋甘菊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16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佰姿源微雕逆龄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1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灵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2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IKAI寡肽复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31 广州奥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IKAI维C亮肤鲜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34 广州奥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素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39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嫩肤
套组-DB·SCF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4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沁皙堂雪颜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皙堂雪颜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皙堂雪颜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愛新常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愛新常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愛新常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5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嫩肤蛋白套组-
MG·SCF玫瑰嫩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通堂美韵盈润调理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庭草 舒缓养护套盒 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65 广州鑫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TIYAM玻尿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玻尿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玻尿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多肽水光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79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V奢宠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2 广州华胥网络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嫩肤蛋白套组-
MG·SCF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羽源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84
广州一家私人定制科技有限
公司

花木海燕窝玫瑰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92
广州市花木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沐蓝兮碧萝芷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295 广州晨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沐蓝兮花菁素亮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02 广州晨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0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葵儿沁润多肽小分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沁润多肽小分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沁润多肽小分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幂萱本草万人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萱本草万人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萱本草万人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莉婕苹果多肽紧实原液套-苹果多肽
紧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21
广州安娜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贵希艺术大师生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2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秋色仙姿佚貌水光调颜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3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俏芙堂水光清透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4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H+T明眸善睐女神眼部套装 黄金胶原眼
部驻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5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明眸善睐女神眼部套装 黄金胶原紧
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5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明眸善睐女神眼部套装 黄金胶原明
眸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5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芝荟水光润养保湿三件套水光润养保湿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5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水漾光感美颜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0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wxb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wxb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胭彩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胭彩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胭彩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富卡罗FUCCARO 富勒烯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69 广州玛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之漾  植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73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缔山茶花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8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缔山茶花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8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缔山茶花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8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资乐婴儿酵素金银花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91
广州优资乐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3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CORTIYAM乳木果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乳木果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乳木果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择拉夫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7 广州惟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  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8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LANCE蘭詩美肌舒顏美肌噴霧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LANCE蘭詩美肌舒顏美肌噴霧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LANCE蘭詩美肌舒顏美肌噴霧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TIYAM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桃花臻颜透润花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桃花臻颜透润花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桃花臻颜透润花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INNUANTIAN NAIL 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57
广州怡然之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usoba氨基酸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5
芙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魅惑凝彩眼线膏（E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7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SHASHIDIWA莎氏蒂娃阑珊女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81
广州莎氏蒂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NGGO为了她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83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蜂蜜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84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香草冰淇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86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阳光西柚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498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秋夜桂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01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橘子多多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2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紫罗兰与水仙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3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TONGGO蓝色风铃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4 广州滕谷贸易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鹿茸滋养套-臻品鹿茸
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凡朵润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润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润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荏晨国际梦幻清新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27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RIUS倍润焕采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53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佧水晶娃娃童颜套装-肌肤调理原聚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1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姿萱贵妃魅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2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雾光弹润精华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2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金时代新女性植物萃取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47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养之道草本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金时代新男士植物萃取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51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雾光弹润精华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5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魅惑凝彩眼线膏（E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5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皇妈咪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米莉姿草本艾护颐养套-艾护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71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传奇润肤焕彩套-焕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79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UGU如古 璀璨之星爱心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1685 广州婉美商贸有限公司
梦传奇光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光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光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3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贝芙备长炭矿泉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5 广州慕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希深层洁净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希深层洁净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希深层洁净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CUANME皙泉美新肌丝滑透亮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43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MAO奢貌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5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黄金胶原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57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bay 雾感柔滑纯色腮红（02M）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6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颛祺依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71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润膜网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膜网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膜网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肌秘语六胜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90 广州群英汇贸易有限公司

俏芙堂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79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绘雪肌  雪肌素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09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玉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15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自然宣颜奢华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17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霏儿润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19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萝莉妹妹椰萃神经酰胺修护晚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0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金丝钛肌因冻龄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3 广州中健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阳光依娜 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 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熹霏儿肌能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31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青春青春定格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3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皙纯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38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霈淋玖龄青春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44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霈淋玖龄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45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羽尚蜗牛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4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草本艾护颐养套-艾护颐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4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控油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49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水源 冰雪玉肌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50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光感亮采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5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泊泉 精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52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N焕颜时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65 广州缦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霏儿臻颜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68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7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7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7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糖小萌清润保湿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0
广州市雷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水漾透亮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宝诗婕 蓝光VC滋润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妤赛璐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86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18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魔术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00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伊倍姿轻奢鲜养套盒-新活盈润安瓶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06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水光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光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光保湿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YDRA-BRIGHT GOLD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HYDRA-BRIGHT GOLD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HYDRA-BRIGHT GOLD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傲妍千娇青春热魅姜养套热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39 广州镇南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妍千娇青春热魅姜养套热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40 广州镇南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妍千娇青春热魅姜养套热力生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41 广州镇南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妍千娇青春热魅姜养套热力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42 广州镇南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韵 水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4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龙凤于飞眼影盘之玉瑗真
龙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49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雅坤堂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53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修颜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5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丝薄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59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凝萃舒润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70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秀芙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7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青春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青春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青春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芙素  修护舒缓水漾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84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秀芙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8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光甘草定璀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91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爸爸咪 生态奶浸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9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爸爸咪 生态奶浸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9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爸爸咪 生态奶浸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9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欧博尔 焕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199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资乐婴儿酵素马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01
广州优资乐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bay 雾感柔滑纯色腮红（01M）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04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愛情塗法師·无患子柔润滋养修护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06
广州爱情涂法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CE微光咖啡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0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USUPSO北海道牛乳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16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AOSIYU补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补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补水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霈淋精纯矿物质光感遮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32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熹霏儿臻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33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研香日记 冻干胶原蛋白线球套盒 冻干
胶原蛋白线球+多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34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秀植萃芊妍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42
广州谜秀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COLOUR FEEL龙凤于飞眼影盘之汉阳金
凤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5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西木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64
广州维丹妮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bay 3D立体水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6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3D立体水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示眼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1
钱仓（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添姿色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草本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4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CLOVER  SENSITIVE DEFENS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ENSITIVE DEFENS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ENSITIVE DEFENS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ENSITIVE DEFENS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7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y 明星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8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妆前水润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86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奈絲莱斯 靓润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097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草本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06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俏芙堂多肽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07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fusoba森呼吸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08
芙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素蔻角鲨烷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13 广州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姚晓盼草本植物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2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妙美纤姿 纤巧紧致魅力套-娇柔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3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Hooked on Beauty防护隔离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ked on Beauty防护隔离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ked on Beauty防护隔离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妍皙水光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4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水光润养保湿三件套水光润养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4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温润舒缓修护三件套温润舒缓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5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幻彩隔离乳（1#）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5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辉都燕窝清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燕窝清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燕窝清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姿莱草本赋活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71
广州市惠亿多美容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皙嫩美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拓养护套-佰草能量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73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拓养护套-佰草能量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8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小记焕颜多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85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小记焕颜雪肌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189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耀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0
广州市妙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芙泉氨基酸莹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4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修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39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集修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44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Bella Frutta 保湿水嫩泡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83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金奢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US倍润焕采夜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36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俏芙堂净透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69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妩彩玫瑰多肽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多肽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多肽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类蛇毒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类蛇毒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类蛇毒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谛堂 香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12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cuhclr卡玑丽 臻宠备长炭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13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艾伊倍姿轻奢鲜养套盒-透亮嫩颜安瓶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16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赫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2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赫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2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爱自己闪亮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NC盛夏果缤纷哑光口红便携装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4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盛夏果缤纷哑光口红便携装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49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盛夏果缤纷哑光口红便携装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LLOBODY草本舒畅养护套-平衡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6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  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草本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5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LOBODY草本舒畅养护套-活力舒畅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60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颛祺水解动能冻干粉+水解动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66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7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7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倩妆 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7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草本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7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丽熙烟酰胺血橙滢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0 广州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芝秘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2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年代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5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俏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8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9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绿洲国际诗美品牌日式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95 广州绿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一脚踢植物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96
广州黎禧记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肌肤衣 薰衣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799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苏小记焕颜肌底修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00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烟酰胺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01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zhy修护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05 广州美妆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植物萃取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13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CLOTHES OF SKIN 姜王头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14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芝荟至臻倍护精华套盒芳香美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1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至臻倍护精华套盒舒缓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2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2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芝荟至臻倍护精华套盒植萃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领格水解角蛋白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1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lanFong水氧柔润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hlanFong水氧柔润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hlanFong水氧柔润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创舒密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盛夏果缤纷哑光口红便携装 04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39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盛夏果缤纷哑光口红便携装 05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4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SOURCE新颜修护冻干粉套-新颜修护
冻干粉+新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49
广州妍素哲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生物水源肌肤屏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56 广州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伊倍姿轻奢鲜养套盒-炫彩魅惑丝绒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73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尚生姜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7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姚晓盼草本植物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288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年轻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2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絲莱斯 靓润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5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嫩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7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 胶原肽祛痘元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8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海洋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海洋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海洋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清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清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清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ARINS娜韵诗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囍·严选鲜活沁润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89
广州市白云区鹤龙乐喜商贸
工作室

塑迩美瓷肌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0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睛采四叉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采四叉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采四叉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银耳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银耳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银耳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299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漾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漾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漾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基因透明质酸钠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2
广州三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资乐婴儿酵素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5
广州优资乐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嫩肤
套组-DB·SCF蛋白嫩肤植因液+DB·SCF
丝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1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MNN焕颜时光菁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33 广州缦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N焕颜时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35 广州缦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4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富勒烯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42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护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2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微肽创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微肽创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微肽创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龄养护套-花龄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5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白玫瑰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62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熹霏儿臻颜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86
广州市萱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舒缓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舒缓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舒缓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眼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9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眼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9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眼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9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博尔 润肌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09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焕彩美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07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温润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0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SSRI蓓丝丽垂顺莹亮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12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BEISSRI蓓丝丽染烫修护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1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愛情塗法師·无患子一分钟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16
广州爱情涂法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纤思蔓亮肤色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32
广州市佳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魅惑 精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35
广州大宏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蕴能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3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舒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6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水动力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8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野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野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野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密罗木亲肌仿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54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綵薇堂富勒烯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55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玫瑰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59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肽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2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伊倍姿轻奢鲜养套盒-元气少女安瓶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4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大米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大米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大米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罗莎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蝴蝶玻尿酸美肌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木蝴蝶玻尿酸美肌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木蝴蝶玻尿酸美肌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春纷水母补水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纷珍珠滋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景百草堂 臻品女性滋养套-臻品鹿茸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Fullerence蓝光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r.Fullerence蓝光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r.Fullerence蓝光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妜妍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1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ETUS米利都润皙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ETUS米利都润皙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ETUS米利都润皙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2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膜法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4
广州化式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深层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梦
凝香肌肽明眸眼部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梦
凝香肌肽明眸眼部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梦
凝香肌肽明眸眼部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凝时精粉+肌肽明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凝时精粉+肌肽明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肌肽明眸修护眼部护理组合-肌
肽明眸凝时精粉+肌肽明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0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温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温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温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帽扣扣红参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红帽扣扣红参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红帽扣扣红参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1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夕红石榴水光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2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肤蜜玻尿酸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3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说艾地苯抗衰紧致微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4 广州玛妆贸易有限公司
雨狐欢水石墨烯美肌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狐欢水石墨烯美肌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狐欢水石墨烯美肌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涛颜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30
广州彤涛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蛋白
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奢炫植萃原液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42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润肌舒缓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4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理氏  神经酰胺深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58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影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59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活碧泉亮透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6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克美丽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65
广州臻馨实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ltra Diminutive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68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海洋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8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海洋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83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御美莲水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8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美莲水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8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美莲水感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8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RIUS倍润焕采日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29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泰玫莉无患子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无患子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无患子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PTRGOX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44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安肤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5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丹缇蔻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5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丹缇蔻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5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丹缇蔻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5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唯美青春青春定格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5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丝质无暇粉底液（07#）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盈庄无痕持妆粉底液 1#米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3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无痕持妆粉底液  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4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IYU紧致收紧凝胶（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姿色 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7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小妹玻尿酸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39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暨传奇提拉逆龄套-提拉逆龄冻干粉+提
拉逆龄溶媒液+提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05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润肤焕彩套-润肤焕彩冻干粉+润
肤焕彩溶媒液+润肤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06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多肽紧肤套-多肽紧肤冻干粉+多
肽紧肤溶媒液+多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07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冻干粉+肌
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08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寡肽修护套-寡肽修护冻干粉+寡
肽修护溶媒液+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09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金箔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嫩肤
套组-DB·SCF蛋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蛋白
明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活力靓彩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嫩肤
套组-DB·SCF蛋白嫩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四合一组合套装- 
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8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亮泽保湿套盒-亮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3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芝荟温润舒缓修护三件套温润舒缓修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水凝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水光润养保湿三件套水光润养保湿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奢宠滋养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透润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雪颜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清爽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溯翎 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4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 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5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嫩肤蛋白套组-
MG·SCF玫瑰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6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OSHANG 摩上冻龄系列套组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62 广州摩上化妆品有限公司

乳佳258净化植萃套组-草本热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75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芯缘润泽调肤套润泽调肤冻干粉+润
泽调肤溶媒液+润泽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7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蓉坊植物精华护肤套盒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7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蓉坊植物精华护肤套盒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8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蓉坊植物精华护肤套盒娇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8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芭秀五度调理套盒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49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泉雨溪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茶树薄荷清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之秘玻尿酸补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24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NOBQUE亮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2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28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De毛囊修护液 （巩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32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瑞虎  透明质酸水润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47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控油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50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金盏花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6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尚 粹源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62 广州市欣尚贸易有限公司
DIOGO多效胶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65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六胜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66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水润清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6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ALILL洋甘菊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ALILL洋甘菊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ALILL洋甘菊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 柔润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 柔润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F.Ar&k花之船 柔润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手磨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手磨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手磨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资乐婴儿紫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89
广州优资乐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尊蕴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35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尤一至臻溢彩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0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霈淋玖龄青春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07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光采夜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1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泉雨溪胶原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胶原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胶原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水润透肌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雨溪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玻尿酸水光倍润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舒缓修护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凉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凉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清凉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之秘寡肽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23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NOQYUE清颜晶透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2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颜丽格植萃头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3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之秘熊果苷净颜无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35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ccubi星光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40
广州诗秋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远堂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4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之秘 茶树祛痘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44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ZIOIAN公主优唇水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45
广州市缔琦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sln茄红素修护冻干粉+茄红素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5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鲜萃香薰皙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鲜萃香薰皙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鲜萃香薰皙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紧致焕采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77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流光星眸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7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流光星眸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7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流光星眸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7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细致水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80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YGIRIM 海绵直液式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83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NǒME纤细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8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舒缓净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85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逆龄焕颜锦囊逆龄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3686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蕴泡姜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泡姜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泡姜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森之秘烟酰胺净透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17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涵玻尿酸逆龄焕颜锦囊玻尿酸多肽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22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林梦幻 眉笔608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31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俏芙堂润颜多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39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俪娅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44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PTRGOX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55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毛孔隐形粉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6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淇馨美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64
广州市百智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依芙曼 泡沫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1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依芙曼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3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依芙曼 清润柔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依芙曼 依透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安肌萃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8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茄红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89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旱金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91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透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379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依芙曼 茄紅素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04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依芙曼 旱金蓮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0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安桦蒂 安柔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0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俏俪娅瓷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15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月流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1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水流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1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镜流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5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六胜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2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IKAI 牌滋润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2 广州奥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Hub CAVIAR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AVIAR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AVIAR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AVIAR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PPLE STEM CELL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PPLE STEM CELL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PPLE STEM CELL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PPLE STEM CELL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STAXANTHIN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STAXANTHIN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STAXANTHIN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STAXANTHIN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B3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B3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B3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B3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富勒烯修护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eaute Hub HYALURONIC ACID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HYALURONIC ACID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HYALURONIC ACID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HYALURONIC ACID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烟酰胺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御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富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富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富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丽雅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4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净肌修护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5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净肌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64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美肌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65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纯芬小苍兰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69 广州贝佳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丫头玻尿酸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7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丫头玻尿酸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7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丫头玻尿酸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7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丫头玻尿酸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74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颜印记魅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颜印记魅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颜印记魅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 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9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帝菲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89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斯翠林纯姬 悦目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01
广州市叁大博优贸易有限公
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0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Ultra Diminutive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13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透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透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透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2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逆素焕颜美肤套装 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3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姿名匠净肌修护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evich hai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47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ALGOMAR collagen repair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GOMAR collagen repair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GOMAR collagen repair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e Hub PORE REFINING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PORE REFINING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PORE REFINING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PORE REFINING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HE LODGE lemon&verbena natural 
air freshener made with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LODGE lemon&verbena natural 
air freshener made with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LODGE lemon&verbena natural 
air freshener made with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NUT HAIR WAX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60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EQRQY Fluffy mud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61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FW BEAUTY su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W BEAUTY su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W BEAUTY su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可爱竹炭吸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专家养护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Hub CENTELLA ASITATICA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ENTELLA ASITATICA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ENTELLA ASITATICA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CENTELLA ASITATICA 
LIPOSOM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富勒烯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8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HEMAO奢貌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399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水仙露调肤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12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SHU宾舒氨基酸补水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20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焕活水光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45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Ultra Diminutive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47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CE植物系列细磨浴盐 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6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恩尚方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82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植物系列细磨浴盐 桉树叶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9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格兰大地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94 广州微菈爵商贸有限公司

OCE植物系列细磨浴盐 柠檬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4409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纤喜尚活力紧致修护套-草本精纯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00
广州怡维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MAO奢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0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SHU宾舒氨基酸补水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06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MAO奢貌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1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冰爽注氧调肤套装-冰爽注氧养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语蔲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5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芊语蔻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草本舒护套-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ngel Plus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眼部套
盒-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5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ngel Plus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眼部套
盒-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5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ngel Plus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眼部套
盒-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5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YT 活能肌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5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靡兒净痘套-净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1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靡兒净痘套-净痘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2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靡兒净痘套-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3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靡兒净痘套-净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4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mily初颜套盒-初颜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5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初颜套盒-初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6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初颜套盒-初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7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初颜套盒-初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88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90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焕颜亮肤套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91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92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洋甘菊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93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294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GSHU舒肌臻颜水润套 美颜透蜜水凝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05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MINGSHU舒肌臻颜水润套 人参焕采修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06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水美人鲜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0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野玫瑰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1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沁透活能安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2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鲜肌静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3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水美人鲜肌套装水美人活氧能量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4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 卸洁净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5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 青春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7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 百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8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释青春 青春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59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UCYLE凡露希水妍精粹焕颜套-臻致焕
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60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 肽能眼部赋活套 眼部三重赋
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6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TDNA酵母植萃童颜套童颜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69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金膜养护套-金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74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仟丽 御养莹润草本套装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7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悦仟丽 御养莹润草本套装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7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悦仟丽 御养莹润草本套装植萃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7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铭巨胸部草本保养套-胸部草本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98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399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0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1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2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幸福温润养护套-幸福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3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幸福温润养护套-幸福温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4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幸福温润养护套-幸福温润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5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胸部草本保养套-胸部草本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6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幸福温润养护套-幸福温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7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舒爽清净修护套-舒爽清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8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舒爽清净修护套-舒爽清净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09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舒爽清净修护套-舒爽清净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10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舒爽清净修护套-舒爽清净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11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胸部草本保养套-胸部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12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巨胸部草本保养套-胸部草本保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13 广州吉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臻品套组-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4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清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0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绿茶毛孔深层
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1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黑头导出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2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毛孔收缩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3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玻尿酸水光补
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4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肌密套装曲酸美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55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幼熙光采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489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浏梓萱生态精灵水撩套-玻尿酸水精灵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2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生态精灵水撩套-神经酰胺水精
灵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2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蒎肽元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肽元素修
护冻干粉+肽元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71
广州瑞蒎净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手足护理桉树叶泡足镁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手足护理薰衣草泡足镁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玫瑰身体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薰衣草身体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森林系列足部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手足护理柠檬草泡足镁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柠檬草身体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桉树叶身体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红石榴鲜活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酿花萃精灵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590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ESCP氨基酸净颜修护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27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金芝堂 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风靡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风靡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风靡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娇艳红唇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娇艳红唇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娇艳红唇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粉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粉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粉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糖诱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糖诱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蜜糖诱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红番木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红番木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莹润持妆唇釉 红番木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克美丽 莹润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4
广州臻馨实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酿花萃精灵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医美卉水润幼嫩补水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医美卉水润幼嫩补水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医美卉水润幼嫩补水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4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定青春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59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MAO奢貌凝皙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6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舞语深度补水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6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斯莱寇 娇雅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8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草本素雅草本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96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9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9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69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Vway舒润面部气泡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0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沫丝多肽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04
广州市华氏芳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然四季奢华巨补水靓肤面膜组-奢华
巨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10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丝芬 植萃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17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肌水润修颜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21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红石榴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2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29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邦肌水润修颜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32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时尚臻品香薰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3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良竹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34 广州良竹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今蝉 至臻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40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CZ 抗衰冻干粉+抗衰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745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1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丝源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23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沐浴露【密林的琥珀】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沐浴露【第七大道】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2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涞淇儿 清洁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37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仙妮青春定格粉+欧仙妮青春定格原
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水感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萃源胸部养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萃源舒润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老之谜燕窝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54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沐浴露【肯辛顿的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5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沐浴露【馥郁枳木】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5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沐浴露【深邃西普】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6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ISSRI蓓丝丽丝滑亮泽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69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BEISSRI蓓丝丽去屑舒爽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7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焕颜透皙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7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SSRI蓓丝丽滋养修护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85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BEISSRI蓓丝丽轻柔蓬松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92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寻常百姓家清爽润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894
广州寻常百姓家日常用品有
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鱼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鱼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鱼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媚堂海洋水感保湿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海洋水感保湿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海洋水感保湿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海洋水感保湿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净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净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净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定青春富勒烯类蛇毒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21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 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34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岁佰年SHUIBAINIAN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38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48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两片瑶草本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2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尚慕浠 草本精华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尚慕浠 草本精华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尚慕浠 草本精华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密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密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密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白松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白松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白松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语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7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姝俪水润丰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8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几何莹采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89 广州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威景伊富勒烯鲜活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1
广州圣亿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颜堂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499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刁蛮公主 盈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01
百草坊（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塑迩美寡肽表层焕新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02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小精瓶V脸娃娃萌嫩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0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六胜肽动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动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六胜肽动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复活草补水喷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百丽慕思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芦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49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5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定青春胶原蛋白美肌粉霜+富勒烯美肌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6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定青春水解海绵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7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定青春富勒烯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8
广州缔爱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井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网大致美石墨烯灯泡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7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姝俪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84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芕栩莹润亮颜玫瑰花瓣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09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 孕妇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0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玫瑰水润保湿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水润保湿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水润保湿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细嫩柔滑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细嫩柔滑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细嫩柔滑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多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珂洛艾伊 头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1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魅力 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2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临国际 幸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幸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幸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腿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6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27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媚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香柔 多肽蛋白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43 广州铭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4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4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玛康有道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4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深海蜜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5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玉康去角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54
广州豪仕达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菲诗魔法女神白金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63 广州市禾兰芝贸易有限公司
修民手足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66 广州源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珍珠奢养妆前修颜防护隔离霜（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7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芳棠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7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珍珠奢养妆前修颜防护隔离霜（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7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荟嫚净肤光感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78 广州黛娥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菁纯颈部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82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颈部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83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菁纯颈部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85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夫男士活力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89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9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祛痘淡印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祛痘淡印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祛痘淡印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1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上纤之秀舒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0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0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21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U·HOO优护宝宝精制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22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龄莱娜玫瑰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24 广州全遒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阳光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25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花吻丝绒莹润不
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27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31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 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33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红慧子海洋水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34 广州市蓝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UOAIYI 摩洛哥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36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媚雅 摩洛哥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37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倚后 金丝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金丝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金丝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河边草 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61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焕颜透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6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丽贝拉 玻尿酸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68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精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精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多肽精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三色彩虹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77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深海活泉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8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净化透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87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奈佰丽水晶光透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BP氨基酸补水嫩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氨基酸补水嫩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氨基酸补水嫩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6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PTRGOX触动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5298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艾莉思私享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13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艾莉思私享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14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7日奇迹烟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2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柠檬亮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3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贝汐氨基酸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汐氨基酸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汐氨基酸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荣耀女神·炫彩
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34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荣耀女神·金钻
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42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嘴巴嘟嘟 宝宝精制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46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洛艾伊 玫瑰丰盈清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48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颜美姿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肌因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5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DI樱桃美肌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5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曼珠沙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67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6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玻尿酸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7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焕颜透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7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桦蒂 仙人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75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金仁堂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81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保湿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保湿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保湿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诺纯爱幻彩唇膏999#西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88 广州市禾宜贸易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93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岁佰年SHUIBAINIAN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94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珈TOOJA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9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39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水光透亮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14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阳光桔）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17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罂粟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24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梨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26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鑫之美秀魅力轻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轻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魅力轻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淡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0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蜗牛多层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蜗牛多层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蜗牛多层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金盏花舒缓温和
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年本草氨基酸植萃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氨基酸植萃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氨基酸植萃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丝滑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7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黄金赋活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38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姿色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5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5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5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丁香花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60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血橙烟酰胺焕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6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素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6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影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74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禾真黄金鲟鱼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75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柳真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0 广州柳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井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二次肌肤草本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2 广州融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84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热情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97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风铃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98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虞美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45499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湘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00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相思红豆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01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落落为君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02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妩媚海棠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03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RC滋润口红·御姐风范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04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13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 多肽水光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14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菲 寡肽修护冻干粉+滋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2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6789锁色丝绒不沾杯口红602推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锁色丝绒不沾杯口红601美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珀怡莱丝滑润透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7
广州市澳沫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芳雅芯萃取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雅芯萃取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雅芯萃取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3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肽烯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4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雪韩宫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4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6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身体乳【肯辛顿的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身体乳【馥郁枳木】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身体乳【密林的琥珀】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妤菲水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6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奈儿大眼明眸三角形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7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ing娜婷焕彩九色眼影盘 NO1T11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80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ing娜婷焕彩九色眼影盘 NO1T16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81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LA咪朵拉名媛蝶色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8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珍珠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89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NJY侬姣妍植物精华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9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植御养生姜千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9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9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香柔香丝轻奢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94 广州铭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丽芙肌活沁润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599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身体乳【第七大道】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1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落日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29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活力补水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41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活力滋养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42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43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娮 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48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焕肤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5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活力焕彩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5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NǒME香氛身体乳【深邃西普】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6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焕颜靓肤粉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66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fu代芙焕颜晶粉+水晶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72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仙妮活力滋养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7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蔓妮澳洲茶树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77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 骨胶原多效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8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烟酰胺光耀焕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69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活碧泉伉动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0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靓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09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雪灵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13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六胜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2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絲莱斯 植萃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2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24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水感轻透多效隔离霜 [紫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2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涞淇儿 水油平衡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28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y 水光肌底珍珠提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3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Vway 逆龄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43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玻尿酸多重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4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52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颜集 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60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AD燕窝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69 广州市唯姿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持妆清透双头遮瑕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7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雪墨妍舒畅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7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墨妍玉兔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7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780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姿蔓代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16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亮采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亮采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亮采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墨妍花之康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2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29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33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姿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34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药公黑老虎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35 广州中科研究院有限公司
ARTCOK自然裸妆腮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4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42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ARTCOK自然裸妆腮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5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小泡泡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5857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玫莉焕颜弹润兰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0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焕颜弹润兰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0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焕颜弹润兰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0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积雪草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3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积雪草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3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积雪草修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593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三生三世桃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三生三世桃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三生三世桃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O膜朵 紧实修护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1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泰玫莉盈润滋养百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6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盈润滋养百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6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盈润滋养百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6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皙颜水润樱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皙颜水润樱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皙颜水润樱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Ultra Diminutive美肤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6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婴儿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7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婴儿维E营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79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非凡朵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8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8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8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GIKOP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94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GIKOP羊脂油甘油植物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95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GIKOP黑种草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97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GIKOP摩洛哥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98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四夕丰色冻龄眼部护理套盒焕彩眼部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099
中山市四夕丰色商贸有限公
司

GIKOP荷荷巴油茶树精油植物滋养润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19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GIKOP甜杏仁蜂蜜植物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20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泰玫莉龙胆草冰丝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2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龙胆草冰丝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2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龙胆草冰丝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2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儿童蜂蜜柔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3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儿童芦荟润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134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265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C aibichen cosmetics 沁润滋养美
颜霜 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266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C aibichen cosmetics 沁润滋养美
颜霜 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6272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伉动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27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俪水立方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01
大湾汉唯（广州）医药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涞淇儿 补水滋润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修护精华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玻尿酸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 柑橘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3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 维生素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4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涞淇儿 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1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伉动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3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3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3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颜美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3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姿蔓代玻尿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38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40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宣颜生物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42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魅力 长效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43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肌底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50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香氛护手霜【密林的琥珀】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5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植水秀多肽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55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懒蔻  头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66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馨坊 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72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青春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73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75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光彩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77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香氛护手霜【肯辛顿的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7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护手霜【深邃西普】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护手霜【第七大道】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护手霜【馥郁枳木】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舒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舒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舒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芳棠寡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9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诗缘  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398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y妈咪爱康美臀部温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01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 樱花仙女蘑菇头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1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芳棠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1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山羊奶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山羊奶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山羊奶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芳棠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芦荟莹润保湿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芦荟莹润保湿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芦荟莹润保湿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泉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6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诗缘 头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28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6789立体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3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ARTCOK立体光影修容粉1#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33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立体光影修容粉2#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3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拉 合欢树抗糖凝时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37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美拉 合欢树抗糖凝时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38
广州市欣喜悦化妆品有限公
司

Ulike Beauty排浊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5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创肤美科活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活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活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血橙琉光幻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6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茜宝肌源活力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66 广州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8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芬香氛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88 广州贝佳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海洋迷情炫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648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娜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01
广州卡罗云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SOER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06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六胜肽安瓶精华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0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HOSOER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17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翘&蜜海洋浓黑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2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2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2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2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所泉玻尿酸原液补水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5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创肤美科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泉烟酰胺原液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HOSOER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39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牛油果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5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纯芬香氛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51 广州贝佳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泉血橙臻保湿焕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5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纯芬香氛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6592 广州贝佳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0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0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0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深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深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深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睛秀雅时光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3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 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55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希颜羽毛丝绒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56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INS娜韵诗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5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5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57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收缩毛孔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收缩毛孔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ARINS娜韵诗收缩毛孔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61
广州科玛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婵薇青春之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64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鹿小草安肌修护冰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67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7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7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7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红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红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 (红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健俪植萃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1
大湾汉唯（广州）医药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SUPER NOVA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OVA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OVA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眼部基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6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0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0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0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美福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05
广州汉轩品牌策划设计有限
公司

苏啦琪妩媚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10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赋颜舒缓修护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12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eSen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20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芬香氛质酸控油轻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31 广州贝佳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山水妤姿逆时空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57 广州菲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TED BY MRT 综合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61 广州源机能贸易有限公司
无龄精护玫瑰纯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64 广州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芝菲嫣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75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草本七子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6788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多肽焕颜修护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多肽焕颜修护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多肽焕颜修护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孜盈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孜盈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孜盈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1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1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1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AM伊莎奥美凝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凝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凝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4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美人 金箔酵素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34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ruan多源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3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ENPTRGOX辅酶Q10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49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井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焕活水光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60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Ultra Diminutive美肤冻干粉+美肤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85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焕活水光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893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可卡莉 臻颜紧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 臻颜紧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 臻颜紧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石墨烯紧致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石墨烯紧致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石墨烯紧致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玺水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2 广东沐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井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岁佰年SHUIBAINIAN亮发保湿定型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0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ALIND  Pore Minimise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ore Minimise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ore Minimise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ore Minimise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雪绒花防护素颜
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5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6789水感轻透多效隔离霜 [自然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水感轻透多效隔离霜 [绿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3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POPO光影密语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51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OPO持久俏眉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59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无龄精护玫瑰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61 广州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胶原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胶原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烟酰胺胶原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蓝莓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6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嘉博尼尔  美颜皙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79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血橙烟酰胺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8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PTRGOX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90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德长运靓肤套盒 靓肤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德长运靓肤套盒 靓肤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德长运靓肤套盒 靓肤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69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04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泊俪柔亮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0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柔亮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0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柔亮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0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美人润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16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俏肌秘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21
广州俏肌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美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30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32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泊俪莹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莹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莹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老之谜燕窝米浆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48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三动感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49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三水润丝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54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iboo角蛋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57 广州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58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莜姿芦荟温和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64 广州子涵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芙芳棠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6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老之谜燕窝米浆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076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 (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2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际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3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琳黛瑶浴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5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 (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品旗人堂生姜毛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74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雅集 热力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热力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雅集 热力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思莉橄榄果弹润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87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梦临国际 清透净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清透净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清透净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19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0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0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0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身体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6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真清肌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3 广州柳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微肽修护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微肽修护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微肽修护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蓝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奢宠蔻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宠蔻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宠蔻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SAM伊莎奥美清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清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清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净澈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肌肤多效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肌肤多效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肌肤多效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媞纳斯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紧致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299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0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0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0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YSAM伊莎奥美花青素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花青素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花青素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1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优姿彩氨基酸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19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 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 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 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2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添姿色 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4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4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色 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4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彩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42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森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47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 焕活水光滢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0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雨贝尔优雅木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优雅木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优雅木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甜美橙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甜美橙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甜美橙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桃桃水光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桃桃水光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桃桃水光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经典茉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经典茉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经典茉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奢宠倍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奢宠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奢宠植物原浆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奢宠舒畅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6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至臻倍护精华套盒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7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至臻倍护精华套盒藏珍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37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肤莱焕颜亮肤套装-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0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1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肤莱焕颜亮肤套装-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2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舒臻能活力植萃套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5 广州星期视科技有限公司
星舒臻能活力植萃套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6 广州星期视科技有限公司
星舒臻能活力植萃套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7 广州星期视科技有限公司
星舒臻能活力植萃套臻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8 广州星期视科技有限公司



星舒臻能活力植萃套植萃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39 广州星期视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亮颜组合焕颜珊瑚膜+多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48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亮颜组合修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49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焕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50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瓷肌膜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51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亮颜组合玻尿酸保湿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52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迪薇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53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姬肤营行无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63 广州朗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丝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芙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79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靓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494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S当康玫瑰还原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16
广州采芝林植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仙人掌清爽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仙人掌清爽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仙人掌清爽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植物复合多元精华粉+弗雷
德博士植物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35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宣谷头皮洁净蓬松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4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奢蜕肌源沁润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60 广州奢蜕化妆品研究中心

温蔓妮澳洲茶树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61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媚雅 毛发补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67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佩尔 凝萃柔肤营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87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丽量蓝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蓝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蓝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5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油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油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油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耳络全息 耳部舒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1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耳络全息 耳部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16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語靑風冰川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26 广州蔻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赫姿焕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31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血橙亮感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54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星贝贝婴儿柔呵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61 广州芝参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生笈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生笈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生笈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66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GICXX 黑头净化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26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安肤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2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姿蔓代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30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 睡睡美雪肌面膜（精装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3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 背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4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Ulike Beauty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41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茶树清滢补水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清滢补水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清滢补水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雅诗微雕黄金棒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53 广州玖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生笈十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5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生笈十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5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生笈十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5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妙龄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6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XIANKOM纤蔻蓝铜肽亮感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73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ENPTRGOX金缕梅HO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83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时代盈润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793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姿蔓代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28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泽润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59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簇雅缕香多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64
广州陌尔陌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法娜凯迪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67 广州科瑞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研美皙多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72 广州博越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寡肽修护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8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秀伊玲珑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94 广州瑞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贞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洗发水【第七大道】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0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蔻静 水润氧泡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0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肤美 水库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09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精灵秀镜光娇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1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灵秀镜光娇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1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灵秀镜光娇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1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洗发水【肯辛顿的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2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千竹丽颜 璀璨星空润泽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41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洗发水【深邃西普】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4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贞美洋甘菊滋润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洋甘菊滋润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洋甘菊滋润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洗发水【密林的琥珀】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5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水光丝滑绸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63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美眸立体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美眸立体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美眸立体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16色魅力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5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贞美珍珠皙润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珍珠皙润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珍珠皙润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 水养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85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簇雅缕香银耳多糖润肌细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86
广州陌尔陌医药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罗兰希鱼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89
广州舒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1#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1#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雾面丝绒唇釉401#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惹菲大理石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96 广州若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烁颜芝植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7998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碧泉伉动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蜗牛凝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蜗牛凝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蜗牛凝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烁颜芝野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5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植萃御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植萃御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 植萃御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1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精细塑形眉笔(01烟熏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
塑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
塑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
塑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luring Alice moon milk shimme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luring Alice moon milk shimme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luring Alice moon milk shimme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精细塑形眉笔(02浅栗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塑
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塑
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REYA卓尔雅EYEBROW CREAM 防水塑
形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立体魅惑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立体魅惑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立体魅惑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精细塑形眉笔(03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4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贞美芦荟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芦荟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芦荟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EMGOODS 水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0
缔怡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越秀分公司

Brilliant COCO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illiant COCO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illiant COCO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OH椰油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66 广州丫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鱼子酱沁润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鱼子酱沁润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鱼子酱沁润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泽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0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红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玉致氨基酸滢亮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6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钻 多肽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87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贞美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嫒圣大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嫒圣大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嫒圣大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VSwomen高光提亮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09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蜜桃嫩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蜜桃嫩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蜜桃嫩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泽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3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妆氨基酸净澈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5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 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0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润透修颜美肌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36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  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4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55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VSwomen无暇美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6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肌汇玻尿酸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68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丝柔遮暇粉底乳（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7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刁蛮公主 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76
百草坊（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源世家丝柔遮暇粉底乳（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8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一级美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1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V奢华滋养滴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10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博莱蔻 小苍兰香薰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1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尽颜氏润泽臻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16
广州尽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橘子小姐高清丝绒粉底液（1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24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芝堂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3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蓝色之恋绝配情人BB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3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绝配情人BB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3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绝配情人BB霜03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3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ZUZUCBB 晶致奢润名媛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55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琳莎 新精华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新精华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新精华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格丽菁纯水润亮采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66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肌源紧实醒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8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多肽水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8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酵母营养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麗雪顔清肌修护套-清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29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翻天应葡萄籽安瓶修护保湿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04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蓝雨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颜凯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10
广州市恒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薇媞多肽青春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青春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青春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森林系列去角质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5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贝兰妃水蜜桃乳酸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53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焦点橄榄叶修护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56
广州水焦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思美瑞 清透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57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水焦点月见草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67
广州水焦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涵玻尿酸逆龄焕颜锦囊逆龄焕颜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71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逆龄焕颜锦囊逆龄焕颜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73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81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涵寡肽-1 修护冻干片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88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肤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399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05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洁惠 多肽鱼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08
广州市中洁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妃水动力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1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妃蛋白水循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17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PECIALIST水感冰肌纳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18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乐稀植萃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3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乐稀植萃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3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乐稀植萃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3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中洁惠 水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38
广州市中洁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纯式水感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0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莉雪肌水光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莉雪肌水光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莉雪肌水光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清泉倍润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奢妍之谜酵母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46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鎂儿胶原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50 广州鑫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6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眼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眼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柔富勒烯美眼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菁萃修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8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可琳达儿深层滋养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深层滋养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深层滋养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  紧致理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薇媞清莹薰衣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薰衣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清莹薰衣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4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thechoc胶原蛋白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1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sthechoc胶原蛋白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1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sthechoc胶原蛋白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1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洛菲 晶采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17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茉黑珍珠清肌排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23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EILEA雪罗兰眼轻轻护理套-雪罗兰眼
轻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丝滑弹力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5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眼轻轻护理套-雪罗兰眼
轻轻通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眼轻轻护理套-雪罗兰眼
轻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眼轻轻护理套-雪罗兰眼
轻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竹炭面膜(黑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3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BILLION UNITE修护眼部清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42 广州佳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翻天应玻尿酸安瓶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45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婷 酵母鲜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2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WANYU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4 广州万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备长炭氧气清洁紧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玑纯式水感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61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茉玻尿酸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63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茉燕窝滋养奢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65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修护提亮补水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7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修护提亮补水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7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修护提亮补水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7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大因子美润亮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77
广州市红思美润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蔓菲婷 润养草本尊享套装植萃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蔓菲婷 润养草本尊享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蔓菲婷 润养草本尊享套装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Azally HYDROGEL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Azally HYDROGEL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Azally HYDROGEL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珀姮雅润泽舒缓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4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859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肤得喜明眸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SLEY逆龄时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06
纪思黎（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纯植荟茉莉花水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1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肌底渗透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12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润透修颜美肌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14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27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蓁皙裸肌钻光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31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町町 香氛精油泡泡浴盐球（洋甘菊）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0
广州市上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士绮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2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采堂水润嫩肤香氛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47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士绮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51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皙小分子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5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矿泉保湿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矿泉保湿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矿泉保湿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熹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养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ozon仙人掌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62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鎂儿龙胆安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63 广州鑫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娇水凝活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7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初恋易然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7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弹润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8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初恋草本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9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姿域香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96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蒙 水解蛋白逆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8698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雕玉琢焕颜润肤植物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0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14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科瑞缇臻萃玉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15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理氏  神经酰胺深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24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鎂儿天女木兰小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26 广州鑫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魅尔 fmer细肤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30
广州市肤魅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葆玛之谜 精萃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精萃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精萃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仟丽 姜艾养护套装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4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纯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754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悦仟丽 姜艾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3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头部养护能量套-臻爱头
部养护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52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头部养护能量套-臻爱头
部养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53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姜能养护套组-姜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5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佰草能量养护套组-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5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韵舒畅套舒缓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蒂东妮臀部修护套装紧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8980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妍荟 植萃舒缓养护套植萃按摩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0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御妍荟 植萃舒缓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0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DTDNA酵母植萃童颜套童颜酵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45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皙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立体修护冻
干粉+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立体修护冻
干粉+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立体修护冻
干粉+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5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尊贵植萃养护套-草本舒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尊贵植萃养护套-草本舒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尊贵植萃养护套-草本舒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森蕾婷佰草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2 广州馨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森蕾婷佰草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3 广州馨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丽萍臀部养护调理套组-臀部精华霜
（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68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肩颈修护组合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肩颈修护组合肩颈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吻·肩颈修护组合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09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诺魅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31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程国际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65
广东荏晨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壹屋康焕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68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玑纯式青春瞳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69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tier宝宝精制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93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理氏 紧致理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95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纯式青春瞳话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97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纯式青春瞳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98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纯式水感净澈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199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 Bean月束水光安瓶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08 广州美世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满发尖真姜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35
广州崇德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飬漢方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36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舒缓赋活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靓丽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靓丽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靓丽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氨基酸浓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7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氨基酸浓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7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氨基酸浓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7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蒙 水解蛋白逆颜还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74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蒙 水解蛋白逆颜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78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荔植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929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碧泉 橄榄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4
广州市天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GAO极膏蕴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7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19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碧泉 玻尿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20
广州市天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俪立方液晶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24
大湾汉唯（广州）医药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

古陌尼 安瓶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26
广州闺中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GAO极膏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27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GAO极膏莹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29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黄芪当归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47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花青素润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5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紧肤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6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JIGAO极膏暖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71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尔 愈创木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72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净娇瓷肌透亮蚕丝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8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草堂精舍柔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柔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柔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水蜜桃乳酸菌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38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0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爱上纤之秀舒润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1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芙曼 仙人掌精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20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O`RLG水漾血橙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2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水光肌防护隔离霜01#梦幻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39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草儿亮采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56
春禾（广州）健康产业科技
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玻尿酸清润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5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蔓 活肤驻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58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ByenSkin角鲨烷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461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ABC水光肌防护隔离霜02#薄荷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70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轻感无瑕提亮美颜霜（02 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71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ABC水光肌防护隔离霜03#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72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轻感无瑕提亮美颜霜（01 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75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Vway舒润局部气泡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8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仁堂 净颜祛痘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84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清22度 赋活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90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莱雅 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96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洁惠 毛孔净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598
广州市中洁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娇新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奥芭 迷香去屑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2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茵妆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芙美 草本调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2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AKARUE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2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2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2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美颜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29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香蒙诗  植物蛋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蒙诗  植物蛋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蒙诗  植物蛋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妃弹力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36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水感轻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水感轻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水感轻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丝绒雾面口红NO3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54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QiuCi温和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55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加赋源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59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秀妃青春定格粉+秀妃青春定格原液Ⅱ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64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6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蛋白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7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蛋白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7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蛋白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7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uCi柔肤净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78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Ci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82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橘子小姐高清丝绒粉底液（103#柔纱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87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熹之美玻尿酸寡肽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92 广州珍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橘子小姐高清丝绒粉底液（104#小麦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699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子小姐高清丝绒粉底液（102#嫩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02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因子无硅油姜汁精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09 广州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enSkin积雪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12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ByenSkin维生素C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29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草堂精舍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玻尿酸水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6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六胜肽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六胜肽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六胜肽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之养奇焕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奇焕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宫之养奇焕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弘生尚美 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58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格莲华精华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66 广州佳丽宝商贸有限公司
KALU卡鲁澳洲茶树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71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80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动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81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KEEP雪绒花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85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丝倩修护保湿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0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yenSkin北美金缕梅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2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橘子小姐一吻情深唇釉（1#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4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瞬间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瞬间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瞬间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7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肌容颜海茴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0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IGAO极膏 莹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01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 胶原眼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1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胶原眼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2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完美蝶变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2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丽魅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SkinMemo 酵母雪肌晶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2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温和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子小姐一吻情深唇釉（2#缨诱）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39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柔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柔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香水格调柔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4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GAO极膏 暖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49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GAO极膏 蕴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51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ZHUANG兰妆 六胜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58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橘子小姐一吻情深唇釉（4#红鸢）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60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锦泊俪植物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6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植物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6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植物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6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ByenSkin水杨酸&金缕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70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妍羽飞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7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橘子小姐一吻情深唇釉（3#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79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芙琳24K晶纯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0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GAO极膏 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1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极润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柔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橘子小姐一吻情深唇釉（5#戛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87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yenSkin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891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丝美诗 丝光无瑕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08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10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梦鑫禧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24
圣梦鑫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施帝月泉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1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宁宫舒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2 广州辉桓商贸有限公司
芝荟仙人掌焕颜补水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5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萃世家胶原蛋白线套组 胶原蛋白线+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臻萃世家胶原蛋白线套组 胶原蛋白线+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臻萃世家胶原蛋白线套组 胶原蛋白线+
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缔约 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69 广东缔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肩颈舒畅草本套装-草本精萃舒缓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女之源腹部保养套装-活力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3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冰爽注氧调肤套装-寡肽调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8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臀部肌肤温源套-臀部肌肤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熊果苷亮肤套熊果苷亮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92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熊果苷亮肤套熊果苷亮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93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熊果苷亮肤套熊果苷亮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9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熊果苷亮肤套熊果苷亮
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9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熊果苷亮肤套熊果苷亮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49996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臀部滋养能量套-臻爱臀
部滋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02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腹部养护能量套-臻爱腹
部养护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03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臀部滋养能量套-臻爱臀
部滋养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04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腹部养护能量套-臻爱腹
部养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05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臀部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11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活力之源套组（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2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富勒烯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4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丽萍源美舒韵调理套组-源美舒韵精
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5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源美舒韵调理套组-源美舒韵精
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6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源美舒韵调理套组-源美舒韵精
华霜（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7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源美舒韵调理套组-源美舒韵姜
油（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8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柔媚滋养调理套组-柔媚舒韵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49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源美舒韵调理套组-源美舒韵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0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芦荟养护调理套-姜艾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1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臀部养护调理套组-臀部精华液
（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2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臀部养护调理套组-臀部精华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3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臀部养护调理套组-臀部精华油
（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4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芦荟养护调理套-动力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5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芦荟养护调理套-芦荟热力能量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6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柔媚滋养调理套组-柔媚舒韵霜
（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7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柔媚滋养调理套组-柔媚舒韵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8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柔媚滋养调理套组-柔媚舒韵液
（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59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柔媚滋养调理套组-柔媚舒韵油
（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60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养馨坊  舒缓御养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5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国粹佰草熏护套-佰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7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道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道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道养护套-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0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美肌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28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贻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29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美肌净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30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美肌净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31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修
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32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 角质层蛋白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 角质层蛋白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调肤修护肌肤组合 角质层蛋白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Z玻尿酸补水组合-玻尿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7 广州亚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Dr.Z玻尿酸补水组合-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8 广州亚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Dr.Z玻尿酸补水组合-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59 广州亚美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雪
绒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6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雪
绒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6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雪
绒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6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吻·肩颈修护组合肩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7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SLNX莹透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8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瑞缇臻萃玉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82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润龙血树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84 广州西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羽红藻焕颜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91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活美牛油果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19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元清 水感肌透安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220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POPO还颜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222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SFH滋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227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2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2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莉肤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2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莳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2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ow Roland细腻修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85
广州华洲化妆品包装有限公
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8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8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8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润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39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姿蔓代水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05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奈思美植物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07
广州歌萘斯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沐泽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08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卡妲鲜活维E倍润养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1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KARUE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enSkin传明酸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4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霏亚石墨烯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慕斯粉底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19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达清豆乳慕斯粉底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21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 樱花水润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2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优评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28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ByenSkin熊果苷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0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B玻尿酸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2 广州润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乖呀暖暖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3 广州启康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润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晗白修护米浆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40 广州印象芳华商贸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4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润透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44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ULEM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4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enSkin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48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富勒烯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富勒烯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富勒烯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牛油果寡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6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夏堂 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66 广州橙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EMMI辣木籽滋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69
神秘果园（广州）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

FDQ邂逅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70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尧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夕尧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夕尧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诗贝缇 舒缓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498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丽熙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1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娜头皮养护清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23 广州喆嘉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烟酰胺水光透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2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mo 紧致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54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泽润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56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5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5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5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洛艾伊 缤纷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62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VOMOVO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63 广州工口贸易有限公司
Diki 轻奢谜蝶水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65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草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ols舒缓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之迷 盈彩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77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心渼康美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87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芝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90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萃净透深层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9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净透深层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9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净透深层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59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谷光甘肽三重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02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积雪草菁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0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nley's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nley's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nley's natur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芭迷香滋润修复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0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N WINGS焕颜美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净娇冰肌养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合逸纯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纯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纯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人红颜阁草本植物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1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Yves Charming Fantasy清透无暇定妆
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25
广州达天下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小婴奇婴儿草本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28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阿本灵芝弹润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29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SLNX精雕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3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蔓璐积雪草美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34
广州星之闪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莼愫素养晶透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35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花如锦铂莱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1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如锦瑞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3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如锦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5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如锦生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6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悦朵头皮呵护温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悦朵头皮呵护温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悦朵头皮呵护温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5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OCO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冻
干粉+保湿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61 广州纵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朝密罗木多效修护美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63 广州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誉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71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崇 动感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75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ACD 雪妍多效隔离霜  绿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78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氫妙玻尿酸水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2 广州市蜗品贸易有限公司
佐崇 光泽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5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戴尔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68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圣梦鑫禧舒缓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02
圣梦鑫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ACD 雪妍多效隔离霜  紫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09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17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KEN 薰衣草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1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EBENDOTIR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25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D 雪妍多效隔离霜  粉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38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GUIFEI菲·贵·菲艾叶萃取护发菁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4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精雕细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4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JS玫瑰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46 广州玛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芭迷香水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54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5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5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5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芝精致眼线笔（海绵笔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6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透明质酸清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6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芝精致眼线笔（软毛笔头）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71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诗菁妍焕采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8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菁妍平衡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78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善颐堂 香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851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靓润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853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EPSA  Light Blonde Cop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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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G妆网备字201915085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和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0870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浴满天下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0872 广州梦真贸易有限公司
大眼蛙 宝宝倍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956 广州靓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诗菁妍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9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096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09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美肌面膜粉+妍羽飞酵素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09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松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诗菁妍晶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6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竹马龙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64
广州欧伦奇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诗菁妍盈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清肌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6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竹马龙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69
广州欧伦奇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婧玻尿酸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73 广州超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草堂草本植萃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指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78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娇瓷肌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佐崇 复古束感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91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草堂多肽胶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iqimei伊七美 淡彩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099
广州市白云区艾尚莉化妆品
厂



芬草堂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0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娇颜肌密透感水光冰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04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草堂草本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芬草堂皙颜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0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竹马龙小苍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10
广州欧伦奇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芬草堂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清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清肌面膜粉+妍羽飞清肌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芬草堂铂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羽飞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佐崇焕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3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37.5度的秘密 塑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5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塑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7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枝春黄金净透舒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净透舒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净透舒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SY 美密码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41
广州碧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57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纤雅 净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58
广州市信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纤雅 净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59
广州市信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67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纤雅 净颜修护冻干粉+净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68
广州市信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纤雅 净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69
广州市信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纤雅 净颜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71
广州市信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芝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187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1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丽熙 胶原眼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2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房蜜韵 胶原蛋白粉+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4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珀姮雅舒缓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50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妃之梦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6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盈润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6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邦富勒烯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6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邦富勒烯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6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邦富勒烯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6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卡鲁罗马洋甘菊原液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78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右蔻玫瑰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7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卡鲁玫瑰花原液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280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子文燕达水芙蓉滋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301
广东子文燕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黛嫩 豹纹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320
广东俏睫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嫩 血橙弹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321
广东俏睫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gian富勒烯焕活舒纹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37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蒂秀雷斯活力双亲钙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蒂秀雷斯活力双亲钙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蒂秀雷斯活力双亲钙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5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5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5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美韵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6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调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7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臀膜套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7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腹膜套升级版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7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臀膜套升级版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8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ANA  CASA慕安娜卡莎精油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494 广州萨柏贸易有限公司

洛芭秀草本养护套装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0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洛芭秀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0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恩尚方竹腹部平衡套-腹部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28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腹部平衡套-腹部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29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头部肌肤平衡套-头部肌肤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31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头部肌肤平衡套-头部肌肤平
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32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头部菁纯平衡套-头部菁纯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33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头部菁纯平衡套-头部菁纯平
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34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臻爱颈部养护能量套-臻爱颈
部养护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39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尚方竹臀部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40 广州恩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创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5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5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创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5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玻尿酸奢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64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通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通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澤 肌肤紧致调理套装-通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佗佰草花漾丰润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漾丰润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佗佰草花漾丰润套-花漾丰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肤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15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青春塑颜注氧套 苹果肌底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1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青春塑颜注氧套 水润注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1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青春塑颜注氧套 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1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卡丝钻石雪颜无暇双层粉盒-钻石雪
颜无暇气垫霜+轻透修容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1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腿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腿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腿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腰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腰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腰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腹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腹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俏丽紧致套-腹部舒乐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6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艾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蘅丽尔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调肤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4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YAN素沿多肽修护组合-多肽修护粉+
溶解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1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颜茜植物菁华多效洗露组合装-植物
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4 广州名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颜茜植物菁华多效洗露组合装-植物
菁华多效洗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5 广州名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戴尔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3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熙雾面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64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容颜夜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6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ETITIAN营养师均衡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70
广州市乐诗菲诗化妆品有限
公司

心渼康水元素清润气垫CC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74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丽贝拉幻魅纷泽4色眼影（烘焙）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7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熙惊艳水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80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束焕活精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91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赛璐烟酰胺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94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sdisni抚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96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肤美水立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1898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其然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0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积雪草菁润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14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LU卡鲁白桦树原液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20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SL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2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2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2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蓝铜胜肽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51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流光星辉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流光星辉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流光星辉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芙琳24K氨基酸洁面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76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植 玫瑰滋养保湿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植 玫瑰滋养保湿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植 玫瑰滋养保湿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19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木源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欧束梦幻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07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姎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1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丽姎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1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丽姎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1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骨胶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骨胶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骨胶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  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3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娇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4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蕾希富勒希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47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56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婴幼儿蛋白质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58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FZA 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7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沐泽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80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YZS星空宝石丝润口红（银白色包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82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臻颜逆龄冻干粉+臻颜逆龄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臻颜逆龄冻干粉+臻颜逆龄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臻颜逆龄冻干粉+臻颜逆龄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探险家丝滑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91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人坊 滋养净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099 广州八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沁润悦活亮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2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弘生尚美 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4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07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平衡润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11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活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13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ZS星空宝石丝润口红（金色包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16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通宝  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19
广州筑凰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云沐堂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26 广州梦真贸易有限公司

花汇媛多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27
广州市花汇媛美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JS酸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0 广州玛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UTRIHERBS-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UTRIHERBS-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润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氨基酸清爽透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戴尔多肽润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多肽润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多肽润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戴尔多肽润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逆肤洁罗牛奶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肤洁罗牛奶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肤洁罗牛奶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3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汇媛雪莲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0
广州市花汇媛美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天草之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1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YAN’SALTER大溪地水库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大溪地水库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大溪地水库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翊堂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45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5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5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5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MIDI百合花香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5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樱花甜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6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罗马.卡斯香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68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 草本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7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格丽诺魅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76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诺美塑紧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77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奢宠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86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BJS蜗牛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0 广州玛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养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纯式水感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199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姿曼 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4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黄金蜗牛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马.卡斯去屑调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16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善堂保加利亚玫瑰花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0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倩莎士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1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倩莎士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2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圈蜜雪肌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雪肌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雪肌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蒂妮 赋活通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32 广州宠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莎士水能量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36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罗马.卡斯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38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莎士清柔锁水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61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舒润嫩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丽熙 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6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莎士水盈清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0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柏肤源 修护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修护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修护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豪魔法容颜 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汇媛植萃净透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76
广州市花汇媛美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信萃源舒润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密闺蜜魅丽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90
广州贝加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莎士玫瑰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96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倩莎士洋甘菊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98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AVGHR 丝滑滋润修护素+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29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奢酿花萃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0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1号色小金钻璀璨星空妩媚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08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1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梵钻 多肽平衡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16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倩莎士玫瑰滋养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32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栢丝芬牛油果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38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娇瓷肌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4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倩莎士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42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泉美人香氛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48
广州网红优品新媒体科技有
限公司

净娇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O`RLG 血橙玻尿酸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瑞缇玉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61 广州承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莎士驻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64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倩莎士小水珠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65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倩莎士清柔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66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茵妆 咖啡因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6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拉维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75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享整头皮净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78 广州享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媃婷养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7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法兰仁和  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9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GUIFEI菲·贵·菲生姜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39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整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01 广州享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珍发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博珍发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博珍发根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奥丝源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06 广州紫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GUIFEI菲·贵·菲艾叶萃取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10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莎士赋活紧致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19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仙格丽菁纯水润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23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倩莎士多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27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泉美人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37
广州网红优品新媒体科技有
限公司

太阳公主芦荟弹力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40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4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4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4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晳芳紧致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5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晳芳滋润活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5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大米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大米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大米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善堂净肤亮颜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64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倩莎士温和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67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圣伊哲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75 蓓影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MIDI玫瑰淡雅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7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SFH轻柔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77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莎士烟酰胺焕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80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仙格丽 金纯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493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净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05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三荣·美丝氨基酸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10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妃之梦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仁和  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2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荷花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29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莎士清透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30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倩莎士多效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33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水光生凝时水光淡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34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倩莎士美颜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36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OULAIXUAN欧莱炫梦幻香滋润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38
广州欧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娇净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倩莎士植萃焕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50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苏小记清透补水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55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potier优肌植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71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蒙 水解蛋白氨基酸洁面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2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勁霸HORMIGA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勁霸HORMIGA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勁霸HORMIGA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慕媛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慕媛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慕媛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睿多吉植萃滋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植萃滋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植萃滋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8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LEY山茶籽油宝宝护臀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山茶籽油宝宝护臀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肤康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2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希颜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5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尚美维他命B5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7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ewyork Ardenew 雅顿视界清屑水润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598 广州智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2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2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2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佩汐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汐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汐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诗缘 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05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美紫苏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3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令深海氧气嗖嗖净肌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39 广州百灵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韵古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0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天 水漾润泽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5 广州优选优购贸易有限公司
肤美进莹肌靓肤精华霜ll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莹肌靓肤精华霜ll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莹肌靓肤精华霜ll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莹肌靓肤精华霜ll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5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秀妃青春定格粉+秀妃青春定格原液Ⅰ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6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修堂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74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爱·雪清  多肽微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76
广州市汉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子文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神嘉美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星空炫色眼唇粉（MO5）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8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星空炫色眼唇粉（MO3）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9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FDQ经典古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93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鸢尾草香水焕亮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9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蓝风铃香水保湿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69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莱蔻 小苍兰香薰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1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文蓝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2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秀小分子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67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蔻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69 广州星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三重修护特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7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8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8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8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可奈儿抹茶莹亮皙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93
美莱优品（广州）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9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9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鱼子酱补水亮肤精华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79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燕窝水凝亮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燕窝水凝亮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燕窝水凝亮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1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1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城芙蓉水润美颜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20 广州妤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玫瑰花怡敷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玫瑰花怡敷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花蜜丰盈保湿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活力甜橙去角质晶粒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活力甜橙去角质晶粒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玫瑰花怡磨砂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玫瑰花怡磨砂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秀娜净油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娜净油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娜净油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魅而润弹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5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秀娜盈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娜盈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娜盈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莉丝祛痘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49
广州欧曼丽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D血橙莹亮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53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妃之梦胶原眼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5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人参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59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URDROPS新肌焕颜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68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6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深海薇红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76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以琳嗎哪深海薇红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88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FIYE纯净诱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纯净诱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纯净诱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1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雪清 玻尿酸肌肽修润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3
广州市汉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8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柏肤源 美肌保湿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美肌保湿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美肌保湿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水润亮颜烟酰胺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植萃精华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1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深层洁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20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 血橙烟酰胺焕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2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肌舒缓滋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34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莎丽诺萱SLNX透明质酸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3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丽量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丽量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汐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汐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汐透骨草臻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创优品臻爱娇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臻爱娇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臻爱娇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彩姿雪轻奢璀璨水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雪轻奢璀璨水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雪轻奢璀璨水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GEMKEEP雪绒花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69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魅惑清透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红酒多酚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红酒多酚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红酒多酚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季女王富勒烯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87
广州聚亿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菁思NEJENSI胸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5
广州森的麓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SOLAR FLARE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LAR FLARE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LAR FLARE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 Me Back To Brazil 35 Color 
Pressed Pigment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 Me Back To Brazil 35 Color 
Pressed Pigment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 Me Back To Brazil 35 Color 
Pressed Pigment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29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AFIYE纯净诱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纯净诱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纯净诱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FIYE花瓣边缘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0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植春美冰爽保湿修护蜗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冰爽保湿修护蜗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冰爽保湿修护蜗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冰沁补水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冰沁补水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冰沁补水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laxy Chic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alaxy Chic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alaxy Chic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清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通透柔和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通透柔和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通透柔和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自然修容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2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自然修容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2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自然修容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2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血橙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血橙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血橙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素雕多肽焕颜调肤套 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Ultra Diminutive 深蓝美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53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Ultra Diminutive 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54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GIKOP小麦胚芽油植物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56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i-softto 植萃清痘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57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六肽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5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朵色 持久液态眼线笔 Black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63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 持久液态眼线笔 Brown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64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妮诗茉莉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茉莉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茉莉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07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贝儿水光肌净颜保湿水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21 广东祝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美肌之谜线雕逆时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30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修肤莱 亮颜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51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因生美注能净透套组-注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5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注能净透套组-注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5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6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6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肌底修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润红套Ⅰ 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润红套Ⅰ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沁香套Ⅱ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紧致套Ⅲ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火焰套Ⅶ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7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沁香套Ⅱ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腹膜套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修护套Ⅴ精华液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修护套Ⅴ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修护套Ⅴ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8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清畅套Ⅷ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19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舒畅养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火焰套Ⅶ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紧致套Ⅲ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修护套Ⅴ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0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修护套Ⅴ精华液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修护套Ⅴ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1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调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舒畅养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2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肌底修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紧致套Ⅲ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火焰套Ⅶ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水润弹套Ⅵ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润红套Ⅰ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沁香套Ⅱ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精华
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3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精华液
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4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精华
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5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道养护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道养护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道养护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2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ZODIAC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ODIAC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ODIAC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凝时线雕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21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蔻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23 广州星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氨基酸肌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25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3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佳人柔雾丝滑口红【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36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水漾丝滑血橙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贝可舒润婴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43 广州梦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碧圆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碧圆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碧圆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梳颜古方 轻盈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美诗产后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邑人植萃精华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8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5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黄金轻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植萃精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黄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黄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邑人植萃精华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束焕活莹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6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妮尔鸸鹋油修护美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68
广州新锦鸿鸸鹋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宜肤美水立方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75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集美肌精保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5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美肌精保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5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美肌精保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5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 玻尿酸亮肤滋养喷雾
（提拉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7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49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0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0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0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柔植萃多效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04 广州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穆维斯海洋蓝藻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10 广州卡蜜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凝脂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凝脂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凝脂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栀子花芬芳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2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润如雪美肌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31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念初见透明质酸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透明质酸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透明质酸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如雪美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47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玑秀魅力之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魅力之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魅力之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5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5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5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59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ves Charming Fantasy雾感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66
广州达天下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Yves Charming Fantasy哑光雾面丝绒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67
广州达天下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水感丝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7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C哑光口红· 风铃草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75 广州佩雷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幼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85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润如雪肽能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1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 美肌精保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如雪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594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元素洋甘菊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洋甘菊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洋甘菊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0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yenSkin茶树水油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05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袅袅婷婷紧致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06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UO膜朵 洋甘菊精华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618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梵贞胶原蛋白线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胶原蛋白线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胶原蛋白线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青春活颜保湿套-青春活颜保
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1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SDND轻奢活肤修护套-洁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DND轻奢活肤修护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DND肌肤定制套-水润保湿冻干粉+水润
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DND轻奢活肤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DND尊享体验套-保湿活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美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美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一生沁透美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温泉泥深层滋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53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臻萃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54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水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55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杨丽萍臀部养护调理套组-臀部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70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背美养护调理套组-背美舒韵精
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71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背美养护调理套组-背美舒韵草
本油（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72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背美养护调理套组-背美舒韵精
华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73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尚美汇 清肤祛痘理肤套盒清肤祛痘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7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喜尚草本润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90
广州怡维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肌肤舒畅生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91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多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9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T逆龄水润时光提升套盒-胶原蛋白紧
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79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逆龄水润时光提升套盒-胶原蛋白多
肽修护粉+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0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H+T逆龄水润时光提升套盒-胶原蛋白多
肽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0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痘研积雪草修护组合套--积雪草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06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痘研积雪草修护组合套--积雪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07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痘研积雪草修护组合套--积雪草修护精
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08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颜日记索颜富勒烯沁肤组合富勒烯沁
肤童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冰川系列去角质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草原系列去角质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植数毛孔隐形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7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旧迷楼古风紫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3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高顏云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41
广州美高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念初见白茶茶萃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白茶茶萃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白茶茶萃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如雪肽能逆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48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佳宜 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范琦碎冰晶透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如雪肽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SiqNER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瑶瑶浴植物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63
广州时珍本草医药研究有限
公司

芙自在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65 广州乐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尚视宝 植萃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6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沐泽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67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温感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6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氨基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73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7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熊果苷润透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79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修护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因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固因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8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工坊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890
广州市艾工坊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凡尚香舒缓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水感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0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凡尚香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1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烟酰胺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18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水感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34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水感丝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35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玻尿酸水感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37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井氨基酸卸妆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氨基酸卸妆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氨基酸卸妆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KE洲克游泳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45 广州澳悉诺贸易有限公司
BENRZ宾姿焕颜修护组-水润保湿冻干粉
+水润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64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焕颜再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焕颜再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语蔻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73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欧雅思密罗木水漾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78 广州欧思雅健商贸有限公司
元果大粉水巨补水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7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大粉水巨补水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7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大粉水巨补水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7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修颜保湿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修颜保湿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修颜保湿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RUI梓芮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85
广州曼蝶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草堂莹肌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芬得瑞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得瑞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得瑞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39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mo 酵母清透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00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1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1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强根健发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3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强根健发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3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强根健发洗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3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UNO曲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32 广州钰京天贸易有限公司

逻丽娜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34
逻丽健康管理(广州)有限公
司

心湖易经 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43 广州瀛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尔菲娜石斛多肽冷敷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4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示眼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52
钱仓（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伯爵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伯爵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伯爵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FUER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6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血橙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7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紫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紫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紫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姮雅润泽舒缓修护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94
广州珀姮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LU卡鲁永久花原液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095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粉猫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0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粉猫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0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粉猫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0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简美 经典淡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0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Nami Jamaki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17
美宸（广州）干细胞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

WMAN活美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嫃爱玫瑰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23 广州真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轻润无瑕美颜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臭美玻尿酸深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28
广州市梵辰国际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奥斯汀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奥斯汀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奥斯汀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富勒烯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3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美高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49
广州美高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特森 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58
道森（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施特森 蓝睡莲清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59
道森（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弗妮得菩提清洁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68
广州靓丽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SHOW 微晶华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69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翎雪丰韵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70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Mase净颜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4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莱薇清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86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yeux GINGER METABOLIC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清泉倍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19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梵希陀橄榄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01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婵水水润滋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16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多肽驻颜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碧莜琪  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19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仙人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仙人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CICIE佰诗草仙人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鲜润の颜 小蘑菇绒柔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5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纯式青春瞳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6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莱薇清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8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梵希陀水蜜桃透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29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张砾酵素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51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蓝酮胜肽冻干粉+纤连蛋白冻干
粉+秋葵肽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54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清泉倍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5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椒棠桃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椒棠桃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URE.FLORAL艾罗弗洛拉 丝绒雾面人
鱼权杖口红 椒棠桃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素生活天然蜂蜜小紫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素生活天然蜂蜜小紫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素生活天然蜂蜜小紫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DO MUZI香薰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NANDO MUZI香薰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NANDO MUZI香薰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AA心语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80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蔓亭娇黄金金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81 广州蔓亭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莱薇清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82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初岦焕颜修护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83
广州雪贝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88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290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娇瓷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亭娇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2 广州蔓亭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影烟酰胺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3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OTRE 茶树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芕栩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1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青春定格粉+欧仙妮青春定格原
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20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纯式舒润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31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砾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37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肌密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43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UNI 皙芙妮肌密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45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獒鼎荷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4 广州久正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ZP 魅力哑光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莱薇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56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6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妤绎美多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62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悦莱薇清颜草本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63
美莱（广州）生物技术开发
有限公司

乐添美温感膜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74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妍甜润修护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79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0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北美木里香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妮海尔诗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砾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6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妍理石纹艳色滋润口红（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87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BJS玻尿酸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95 广州玛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泉胶原蛋白雪花片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96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胜美草本亮润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9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新源采荷轻盈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9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源采荷轻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39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源采荷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0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源采荷轻盈修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0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妍理石纹艳色滋润口红（粉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23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隔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3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隔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3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隔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3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约定今生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1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柔光持妆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柔光持妆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柔光持妆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  水漾莹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49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妍理石纹艳色滋润口红（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51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梓炫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60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雅莱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61 广州美紫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加润小黑裙香水润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70
广州市滋肤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哲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79
广州有内涵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Kila哑光雾面唇釉403#南瓜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哑光雾面唇釉403#南瓜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哑光雾面唇釉403#南瓜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丽嘉萱焕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86 广州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芦荟黄瓜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伊源 紧肤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1 广州利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嘀嗒时光轻透养肤粉底液（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因子菲妍沁润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5
广州美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MOFAN膜梵印尼沉香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八杯水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1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八杯水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1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八杯水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1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FUXIN敷芯富勒烯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16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3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0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1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3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发 栀子花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4 广州灵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4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6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亮肤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亮肤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亮肤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妍美姿肌底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美姿肌底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妍美姿肌底修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泉胶原蛋白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2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思邦媛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0
广州康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源秀海岸松补水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海岸松补水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木源秀海岸松补水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胶原紧塑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6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嘀嗒时光轻透养肤粉底液（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38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植颜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4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ICCIA霏汐红珊瑚唇釉E105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43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因子菲妍清透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45
广州美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悦美地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美地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美地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年代安瓶VC原液升级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5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舒通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舒通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飞马尊享舒通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质然盈美保湿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60
广州梦丽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质然盈美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61
广州梦丽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质然盈美防护润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62
广州梦丽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质然盈美透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63
广州梦丽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哲鱼子酱凝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70
广州有内涵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仁和 隔离防护膜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71 广州市李夫人药业有限公司
景肤康八合一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77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亲恩水光遮瑕CC棒 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79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颜美冻龄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83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XIFUNI皙芙妮洋甘菊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596 广州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途闪烁满天星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1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 JIU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沁润轻透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沁润轻透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亮颜润采双管粉底液——
沁润轻透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水光遮瑕CC棒 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6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营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营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营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1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B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1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B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1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植世家氨基酸活力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25
广东百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face臻颜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2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臻颜赋活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27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face臻颜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2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亮足卫仕脚丫舒缓液（喷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31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亮足卫仕脚丫舒缓液（喷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31
雪韩妃（广东）生物医药科
技有限公司

清清慧眸眼部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40
慧眸国际生物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本格活酵母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4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陈小果亲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陈小果亲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陈小果亲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茶花之谜养肤
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茶花之谜养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5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焕肌透亮套组-茶花之谜洁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溶媒液+肌
源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溶媒液+肌
源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溶媒液+肌
源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深层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深层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源修护套-深层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套盒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4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套盒童颜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5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套盒童颜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6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8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699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0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暖暖家庭护手套装-光洁修护
养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1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暖暖家庭护手套装-莹润呵护
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2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暖暖家庭护手套装-细滑嫩肌
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3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玻尿酸冰感水润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冰感水润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冰感水润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0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0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0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8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8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8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1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7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7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7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9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9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口红小样组合套装-口红9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8#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4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4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4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1#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4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调理膜
7#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5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调理膜
6#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5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3#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5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2#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5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enSkin艾地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64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印尼沉香补水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7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酵母肌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84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柔 植萃多效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785 广州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后璞弹力明眸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04
广州十点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Memo 酵母水双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07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兰泉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1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伽洛舒缓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17 广州柏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亮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2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人皇后莹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28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水活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2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数毛孔隐形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3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THAO MOC SPA  NANO SPONGE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HAO MOC SPA  NANO SPONGE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HAO MOC SPA  NANO SPONGE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THFIRST  NANO PEEL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THFIRST  NANO PEEL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THFIRST  NANO PEEL WHITENING 
SKIN BOX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3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哲鱼子酱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44
广州有内涵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玖哲鱼子酱丰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47
广州有内涵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爱人皇后舒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0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old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old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golden）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silvery）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silvery）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silvery）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6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UNO神经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4888 广州钰京天贸易有限公司
Skymore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ymore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UNO传明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09 广州钰京天贸易有限公司



奥芭迷香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37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维拉 十二星座持久保湿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3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OL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50 广州易悠加商贸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5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羽飞清肌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百花伊畔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6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羽飞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7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viabeauty  BIOGOLD&SWALLOW'S NEST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BIOGOLD&SWALLOW'S NEST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BIOGOLD&SWALLOW'S NEST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乐婴氏艾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83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倾堂菁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2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viabeauty BLACK PEARL&HYALURONIC 
ACI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BLACK PEARL&HYALURONIC 
ACI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BLACK PEARL&HYALURONIC 
ACID HYDROGEL EYE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ENMY 森迷时光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4995 广州市森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梵夏小姐·荔枝与麝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0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小魔丁海藻精萃弹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1
广州晴语妆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菲儿童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儿童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儿童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儿童舒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儿童舒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儿童舒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雪兰 薰衣草清爽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15
广州市米雪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兰泉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2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GOCI 流光轻透定妆蜜粉（亮颜款）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2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思梵夏小姐·玫瑰与梨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30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植数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32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伊思梵夏小姐·香草与合欢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39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SkinMemo 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48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TURE SKIN羽翼轻柔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57 广州植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流光轻透定妆蜜粉（修颜款）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73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幼植物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85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纯婕尔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09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梵夏小姐·柠檬与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03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岁佰年SUIBAINIAN 柔顺护发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05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佳宜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1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源芝 何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12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芝 何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12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芝 何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12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蓝铜肽蛋白液+蓝酮肽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3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jaren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深邃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FAN膜梵西欧欧甘草焕颜精华D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4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思梵夏小姐·鸢尾根与风信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45
广州安然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QIANSUYAN 金纯鱼子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50 广州晢沃商贸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岁佰年SUIBAINIAN亮发保湿定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60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影烟酰胺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69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北美木里香净颜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7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北美木里香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7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37.5度的秘密 清透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77
广州市皮舍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非仙妮牡丹萃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牡丹萃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牡丹萃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8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9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9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 Yan Micro Molecule Hyaluronic 
Acid Essence（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1915519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纳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05 广州一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子文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0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叶佛莲鹿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5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鹿茸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6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鹿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7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2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靓加润老姜汁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22
广州市滋肤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洛熙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23 广州易悠加商贸有限公司
唤新妍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2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ELAINKA  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29 广州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诗秀奢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31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TSV多肽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35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陀柠檬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40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EGOCI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1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43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虎生姜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51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3时尚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55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2深邃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5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诗秀氨基酸清盈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58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S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6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碧优莱多肽精华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66
广州美丽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诗秀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76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美姿JIAMEIZI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77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卡鲁白桦树水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83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卡诗秀氨基酸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289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蒂妮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35 广州宠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古堂 头部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0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古堂 舒润修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1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坤宫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色泽修护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6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丰盈米萃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47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蕾珂美星耀鎏金唇膏（02#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51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星耀鎏金唇膏（03#阳光血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52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星耀鎏金唇膏（01#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53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星耀鎏金唇膏（04#焦糖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54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妮诗 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7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7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547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沁堂草本颐养调理套-景沁堂能量调
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9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沁堂草本颐养调理套-景沁堂能量调
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9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沁堂草本颐养调理套-景沁堂能量调
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59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莱皙 烟酰胺保养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2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美韵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0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舒畅养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DND轻奢活肤修护套-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水润弹套Ⅵ升级版精华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臀膜套升级版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1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腹膜套升级版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2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眸之亮眼部护理套—水光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27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鳯天凰女美肤焕颜套盒-美肤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31 广州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萃寡肽冻干粉修护套-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34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精华液
8#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1#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调理膜
7#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调理膜
6#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清畅套Ⅷ升级版修护液
3#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5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美韵套升级版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6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提茗汤舒护草本调养套-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评舒缓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099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草本植萃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之谜奢养四件套（试用装）鳄鱼油奢
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17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加美黛清润修护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182 广州肌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KEEP 烟酰胺亮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22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KEEP 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 寡
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23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MKEEP 雪绒花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24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胎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34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拾颜本草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36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炫腹辣妈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腹辣妈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腹辣妈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盛堂精华油（儿童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49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肤柯 活颜水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5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梵希陀柑橘亮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54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LADY TIMES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5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梵希陀 鲜橙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56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梵希陀 绿茶美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59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抚肌臻颜雪肌阳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0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希陀 水蜜桃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2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密翘羽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密翘羽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密翘羽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梵希陀蓝莓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68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梵希陀 椰子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70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梵希陀 蓝莓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71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柏源堂童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76
广州柏源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西欧欧甘草焕颜精华C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7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希陀柠檬透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80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MOFAN膜梵西欧欧甘草焕颜精华A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8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西欧欧甘草焕颜精华B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8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ILAINE 生物活性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299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安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02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奢润水凝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03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格驾到三层鸡尾酒清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10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修护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修护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修护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北美木里香净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2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皙萃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3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芙花本香氛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33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梦娜琳卡焕颜倾慕修容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34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北美木里香净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3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芦芙花本香氛柔顺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56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鹿小草水活能量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58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海沃丝柔水胶原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61
广州凛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LACATHY朴岚 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62 广州维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YICHEN梦亿晨红橙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77
广州欧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196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95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厘岛诱惑纯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39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to’t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06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沃颜 烟酰胺光感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09 广州晟火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数毛孔清透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10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Misto’t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12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可可漾妆 轻奢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17 广州慕洋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酵素身体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1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可漾妆 轻奢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20 广州慕洋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2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清透修颜花青素BB霜（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29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cell premium by Dr.Gerny赛普瑞植物
提取胶原蛋白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33
广州昊大俐富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豆妃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34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妃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34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妃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34
广州市布兰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清透修颜花青素BB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49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和香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5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肌源赋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54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惜颜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薇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63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诱惑之吻唇膏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7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诱惑之吻唇膏 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7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82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御金兰 芳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486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霖兮类蛇毒紧致润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欢派秀发伴侣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1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欢派秀发伴侣屑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5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臀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臀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臀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0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舒畅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肩颈润养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粉红佳人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5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6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亮丽花园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1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语青风玫瑰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21 广州蔻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花语小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22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绿野仙踪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23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琥珀之泪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32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柏肤源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ECRET PON-PON心动密语咖啡提升紧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62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娇海洋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7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悠泉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悠泉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悠泉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梦惜颜深海泥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深海泥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深海泥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荷华韵透明质酸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593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倩莎士水漾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3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魏伊美修护试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伊美修护试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伊美修护试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1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A清梦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20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敏黛草本植物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2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秘密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37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芦芙花本香氛舒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2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奇幻梦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4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卫女人胶原蛋白活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润姿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生姜去屑强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61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染眉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6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染眉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6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气垫染眉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6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克拉舒缓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73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enSkin深海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74
广州贝研肌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檀雅赤香胸部植物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78
广州新士线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欢派秀发伴侣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87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IAA夜色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88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BICVSSOEDUCATION莹光眼部深层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89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莹光眼部多维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90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CVSSOEDUCATION莹光眼部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91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Swomen丝滑诱惑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669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  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0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亮采水润隔离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06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NMIAO韩缪玻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2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玻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2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玻色因臻亮修护蛋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2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INA净化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38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足迹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39
广州量子化妆品研究有限公
司

吾之月芦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44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丝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4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Aurora Lights -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4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ora Lights -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4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ora Lights - 18 Color Baked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4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IEPARFAITE帕菲兰仙岛物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68
广州帕菲兰香薰精油有限公
司

Dr.sdisni 活肤亮颜雪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76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黛尔 净澈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96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9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TO素颜肌烟酰胺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67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diac Love Signs-24 Eyeshadow & 1 
Highligh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odiac Love Signs-24 Eyeshadow & 1 
Highligh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odiac Love Signs-24 Eyeshadow & 1 
Highligh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r Collision - 17 Color Baked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r Collision - 17 Color Baked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r Collision - 17 Color Baked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Zodiac -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Zodiac -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Zodiac - 25 Color 
Eyeshadow & Highlighte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碧丝氨基酸轻盈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22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厘岛诱惑之吻唇膏 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26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柯 活颜冰沙氨基酸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2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亲恩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29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柯 活颜滋养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3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亲恩清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31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橘子小姐魅惑双色眼影 （4#星光人
鱼）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44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子小姐魅惑双色眼影 （1#摩卡金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45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子小姐魅惑双色眼影 （3#枫叶暖
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46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子小姐魅惑双色眼影 （2#午夜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47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视清瞳明眸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视清瞳明眸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视清瞳明眸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视清瞳眼部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视清瞳眼部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视清瞳眼部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柔嫩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柔嫩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柔嫩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身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身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身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靓肤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靓肤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靓肤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CO.TH蚕丝面膜（银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全智健 畅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益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益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益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畅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GINRY焕研臻致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焕研臻致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焕研臻致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净研茶树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净研茶树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净研茶树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9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9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69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N膜梵波兰琥珀奢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1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YS'THEA 精萃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THEA 精萃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S'THEA 精萃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微排净化套-净化微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2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济诺娇言多维修护冻干粉套组多维修护
冻干粉+多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3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济诺娇言多维修护冻干粉套组多维修护
冻干粉+多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3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济诺娇言多维修护冻干粉套组多维修护
冻干粉+多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3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微排净化套-佰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32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N膜梵波兰琥珀奢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3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微排净化套-净化微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5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 烟酰胺去皮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57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焕活美肌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708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蕊汇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04 广州裕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姿恋芦荟净肤胶囊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11
广州鑫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泉植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处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1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加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31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PHILAINE舒缓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1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奈非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捷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啡尼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密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垒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4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戈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安泉植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泉植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HILAINE水润修护冻干粉组合水润修护
冻干粉+水润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4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润茜积雪草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59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解码重生胎盘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64 广州北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咖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6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唤新妍舒缓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6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与蔓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6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噢诺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7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泰莉萨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奢宠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N膜梵蓝甘菊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8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ILAINE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92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极润美宝净透亮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94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舒缓明眸滋养组合-美肌
透润明眸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96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舒缓明眸滋养组合-美肌
透润明眸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97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魅力 小金瓶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199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Roller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活力甜橙敷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3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活力甜橙敷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3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古堂 头部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34
广州韵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悦活精华粉
底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37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舒缓明眸滋养组合-美肌
透润明眸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52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ILAINE 美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61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LYW·莱梧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62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悦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68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悦活精华粉
底露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82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悦活精华粉
底露 03#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84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清颜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8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清颜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8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清颜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8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迪森林之谜动物灵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5729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橙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03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耀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06
广州市妙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莱梧水光亮肤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10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花蒂焕颜滋养固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14
广州辰潇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焕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2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焕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2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焕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2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FAN膜梵波兰琥珀奢颜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4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波兰琥珀奢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4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加赋源修护靓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52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纯婕尔鲜润补水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6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水魔方水光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6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6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6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6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茉丽蔻 珍珠幻彩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78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天然蜂胶滋养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38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佑依 樱花恬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01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润美宝亮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3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极润美宝媚眼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3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美人关莹润透亮隔离霜③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4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亮肤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5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寡肽双重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5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极润美宝夜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62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美人关莹润透亮隔离霜①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65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元素玫瑰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玫瑰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玫瑰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若姿多效精华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7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3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甘草薏仁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甘草薏仁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元素甘草薏仁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8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9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加赋源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7491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痘研积雪草修护组合套--积雪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5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T  青春塑颜注氧套 活氧肽原浆+水
元素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嫩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嫩修护滋润精华五件套 水嫩修
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5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5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修护套Ⅴ升级版精华液
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5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精华
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5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5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肌底修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精华
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6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舒畅养护套升级版修护
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润红套Ⅰ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水润弹套Ⅵ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沁香套Ⅱ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7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火焰套Ⅶ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水润弹套Ⅵ升级版精华
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精华液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清畅套Ⅷ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8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修护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修护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修护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精华液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精华液8#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肌底修护套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调护套升级版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59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通调养护肌底修护套升级版调理
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紧致套Ⅲ升级版精华液
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2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秘匙清畅套Ⅷ调理膜7#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江户私语水润弹套Ⅵ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4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香钥世家调护套升级版调理膜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5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修护套Ⅴ精华液6#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修护套Ⅴ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7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沁香套Ⅱ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火焰套Ⅵ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09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紧致套Ⅲ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1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足迹赋能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春·足迹赋能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春·足迹赋能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西润龙血树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7685 广州西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酵母补水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6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酚水漾懒散洗护套装-懒散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6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酚水漾懒散洗护套装-懒散滋养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69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杨丽萍背美养护调理套组-背美舒韵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0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杨丽萍背美养护调理套组-背美舒韵姜
油（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1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鲁瑞万之秀轻盈紧致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茉臻奢鲜活三件套-臻奢鲜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5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茉臻奢鲜活三件套-臻奢鲜活晨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6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茉臻奢鲜活三件套-臻奢鲜活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77
广州芷茉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UMROO臻肌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3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MUMROO臻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4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MUMROO臻肌焕颜菁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7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8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8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8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9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9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89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0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0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0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水润美肌套-多肽水润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09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Alyso赋源草本修护套-臻致呵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125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arla多肽紧致修护系列-多效修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181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Caarla多肽紧致修护系列-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182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羽凰活性肽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52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氏妙纤紧致组合-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5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王氏妙纤紧致组合-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5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王氏妙纤紧致组合-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5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旧迷楼花流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6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琪安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62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Steven三色彩虹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65 广州红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15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81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923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85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316 粤G妆网备字2019158288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646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02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因子菲妍细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03
广州美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06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ls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ls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娇瓷肌草本修护膜+净娇瓷肌植物酵
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1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资兰泉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2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绒雾哑光粉
底液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28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绒雾哑光粉
底液 03#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31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秀深层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36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霏亚舒缓保湿竹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4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HOU兰厚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LANHOU兰厚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LANHOU兰厚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上朵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慕尚弹润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65 广州盛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深海薇红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68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梵莉多肽奢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392 广州高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0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0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轻盈水润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0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浪漫红酒去角质晶粒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0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浪漫红酒去角质晶粒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0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数毛孔隐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28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阿妍石墨烯雪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妍石墨烯雪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妍石墨烯雪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6789清透水凝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4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柏荔植臻复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4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念初见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柔 植萃多效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66 广州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雪莲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雪莲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雪莲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1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1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1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洋甘菊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洋甘菊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洋甘菊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7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极达 活性肽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84
广州市科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田百惠丝滑去屑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94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田百惠梦幻香氛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496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啦丽啦迩水光美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04
广州美利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娇诗漫轻透无瑕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轻透无瑕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轻透无瑕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诗漫黄金六胜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在感PUREWOW补水透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32
极悠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道合生美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36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FAICCIA玻尿酸水光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41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Memo 玻尿酸盈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43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水魔方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4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童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54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秀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55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慕尚赋活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64 广州盛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禧JINXI氨基酸隐形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79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Norseila凝润紧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58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芙 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0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08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妹玻尿酸高保湿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1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妹玻尿酸高保湿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1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妹玻尿酸高保湿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1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rseila柔滑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1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IL哑光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15 广州漫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柔  植萃多效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21 广州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优评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25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3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3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3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拉缇首乌精华润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4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拉缇首乌精华润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4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拉缇首乌精华润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4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52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ineNa樱花粉清润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57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乐派俐康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派俐康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派俐康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蜗牛补水润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深层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深层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深层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钻 多肽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20 广州淇绩贸易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2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2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2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妍熙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3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小丑鱼 带刨木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3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绝色倾慕柔雾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41 广州至正贸易有限公司
Dr.Mase臻致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42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美神经酰胺多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43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ShineNa樱花粉凝脂柔光气垫CC霜-樱花
粉自然亮肤色（#CB-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47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Mase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1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莎士多效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2 广州植萃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 马齿苋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 马齿苋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意 马齿苋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ase臻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59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4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密码草本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柠檬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8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黄芪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69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NSLY-HAIR GROW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HAIR GROW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HAIR GROW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72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No9MAX Plant raw liquid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7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茉丽蔻 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82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南欧藏红花奢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8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丽润苹果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4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CLOVER  RUBBING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UBBING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UBBING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UBBING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ZA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79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L彩虹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03 广州漫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0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丽菲迪克 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0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韩丽润草莓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08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韩丽润血橙舒爽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11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芦芙花本香氛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14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茹姬 玻尿酸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玻尿酸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茹姬 玻尿酸蚕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27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COLVER COLLAGEN BOOST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BOOST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BOOST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BOOST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3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绒雾哑光粉
底液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47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ELONES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4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氨基酸柔肤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5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智健 和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缓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和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GINRY润研玫瑰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润研玫瑰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GINRY润研玫瑰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8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惠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0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袅袅婷婷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07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ase臻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19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澜鳄鱼油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3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优莱血橙焕颜亮肤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6
广州美丽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196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7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290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8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201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29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315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30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5#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31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7#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33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水光肌蜜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3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烟酰胺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37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YI烟酰胺焕肤亮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2 广州顺洋贸易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鱼籽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4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禧兰美极狐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5
广州美极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6#脏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7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VER COLLAGEN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FIR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49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3#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50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梵姬水感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51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104#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53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丝绒雾感口
红 999女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57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666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64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570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65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唇膏888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67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DZP丝柔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6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KYI烟酰胺焕肤亮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72 广州顺洋贸易有限公司
肤美进蕴能小金瓶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7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蕴能小金瓶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7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蕴能小金瓶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7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蕴能小金瓶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7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深海薇红藻水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84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烟酰胺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89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1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FAN膜梵南欧藏红花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6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稀樱花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8997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橙花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0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栀子花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06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YYO赋活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08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YYO菩提透皙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09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2#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11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妃小苍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14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3#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16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2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2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2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凝亮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28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VER COLLAGEN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参利康 西洋参靓肤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2 金荣（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潘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妃蓝风铃香氛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7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 燕窝奢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49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IQUSOL活性肽修护冻干粉+双分子玻
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2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诗秀盈润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3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美姿JIAMEIZI黄金巨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59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WHITEFOR＆ME星光闪耀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60 广州英诺包装有限公司

璽洋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62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姬COUHER胶原蛋白眼部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65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1素颜
妆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6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深海薇红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69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人皇后润彩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72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景肤康仙人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75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2VC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8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帛美莱安肤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87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格莲花精华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92 广州佳丽宝商贸有限公司
景肤康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94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雅泉水魔方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09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悦皮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皮肤肌底修
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08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木质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木质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木质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妍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妍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妍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1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玲珑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玲珑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玲珑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红妹强根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强根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妹强根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南欧藏红花奢养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3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南欧藏红花奢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4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南欧藏红花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4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金丝燕窝雪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4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金丝燕窝雪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4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FAN膜梵金丝燕窝雪莹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4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eNa樱花粉凝脂柔光气垫CC霜-樱花
粉象牙嫩白色（#CB-0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55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SY 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61
广州碧水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稀蜂蜜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6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DZP精华滋养长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6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Memo 弹嫩修护肽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71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稀蜂蜜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7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Dr.Mase臻致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77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挚爱雾面哑光不沾杯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羊支露面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面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面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之露紧致焕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之露紧致焕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之露紧致焕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雪柔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雪柔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雪柔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FUER绿茶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9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FUER绿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19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琳日记血清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2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塑颜雪花凝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塑颜雪花凝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塑颜雪花凝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净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净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净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红慧子  海洋水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0 广州市蓝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 冰淇淋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1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FENFUER绿茶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羊支露水润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水润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水润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贝笑容婴儿清爽洗发沐浴露二合一柠
檬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24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净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3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净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3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净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3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岚姬娜 藏红花松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47
广州市艾格优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48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冰川水鲜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5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GMEILI清美立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61 广州青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泉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69 广州金姬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珂斯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0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玻尿酸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 离子毛孔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3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EN 辣木根熬制精华魔立柔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6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7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 丝滑通透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滑通透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丝滑通透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轻源 雪域高原滋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8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VC双重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9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理氏  紧致理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9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士绮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299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天呵护柔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02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姬尚姿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18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24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29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俏芙堂清肌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31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天呵护臻美透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37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姬尚姿水润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38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朵茉丽蔻水光肌素颜娇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47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韵泉葡糖苷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48 广州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格妮尔水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金盏花清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笛泉烟酰胺提亮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8 广州金姬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59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玻尿酸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6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美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72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皙蔻 石斛保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80 广州乐用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清肌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8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清肌毛孔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8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碧伊莲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89 广州市君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丝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92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97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婲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07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UNO虾青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29 广州钰京天贸易有限公司

顔之蘭菁华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36
康丽雅（广州）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婲禮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型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44 广州市碧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卡滋·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49
广州市朵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蜗牛BB裸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蜗牛BB裸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蜗牛BB裸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U·HOO优护婴儿积雪草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60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临国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临国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7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和源熊果苷亮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95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木子泡沫洗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49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希泡沫洗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0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u diu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01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女郎润透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03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肤康靓肤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07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蔓菲婷 寡肽舒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0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派尔香水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10 广州派尔美贸易有限公司
铂女郎魅肤舒纹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15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2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2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20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琪安娜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28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颜宝丽水光樱花弹力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35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千植肌研玫瑰雪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44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木子文维E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 肌肤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62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宝贝笑容婴儿营养洗发沐浴露二合一哈
密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65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宝贝笑容婴儿山羊奶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乳白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67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宝贝笑容婴儿滋润洗发沐浴露二合一葡
萄柚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569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艺甲名妆草本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甲名妆草本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甲名妆草本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酵母精萃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02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宁静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宁静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宁静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花火流光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花火流光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花火流光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夏花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夏花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夏花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LD多肽焕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24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D多肽焕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24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D多肽焕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24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笔尖拾年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笔尖拾年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笔尖拾年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童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41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元清量子肽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42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绮 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4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 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4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 润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4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评痘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59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静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61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大眼蛙 宝宝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66 广州靓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评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68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清爽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74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依卡茵胶原修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77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8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尚视宝冰爽滋润护理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卡米力活性肽黄金草本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7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D玻尿酸密集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D玻尿酸密集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D玻尿酸密集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DTIME微晶凝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699 广州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甲名妆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甲名妆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甲名妆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思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02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歌莉玫瑰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5
广州懿姿美容美发用品有限
公司

JZWY 春享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春享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春享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培元动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培元动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培元动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幸福之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温养固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温养固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温养固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盛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盛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盛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活力康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轻盈紧致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轻盈紧致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轻盈紧致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娇润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娇润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娇润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腰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腰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腰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蜗娇嫩莹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73
广东宇航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优蜗娇嫩莹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75
广东宇航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优蜗赋颜焕采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76
广东宇航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蕾珂美轻盈控油散粉（2#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84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轻盈控油散粉（1#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85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轻盈控油散粉（3#珠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86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ярче звёз
д!"   43252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ярче звёз
д!"   43252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ярче звёз
д!"   43252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Happy New Year"   43252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Happy New Year"   43252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Happy New Year"   43252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воё новогодне
е чудо"   432525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воё новогодне
е чудо"   432525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воё новогодне
е чудо"   432525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 Новым чудесны
м годом!"   432525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 Новым чудесны
м годом!"   432525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 Новым чудесны
м годом!"   432525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30 мл   432862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30 мл   432862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ияй", 30 мл   432862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ы прекрасна!", 
30 мл   432862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ы прекрасна!", 
30 мл   432862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Ты прекрасна!", 
30 мл   432862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Ещё 5 минуточек
", 30 мл   432862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Ещё 5 минуточек
", 30 мл   432862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Ещё 5 минуточек
", 30 мл   432862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Это твой день!", 
30 мл   432862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Это твой день!", 
30 мл   432862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Это твой день!", 
30 мл   432862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79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Не бойся быть с
обой!", 30 мл   432862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Не бойся быть с
обой!", 30 мл   432862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Не бойся быть с
обой!", 30 мл   4328625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Мечтай, сияй!", 30 
мл   432862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Мечтай, сияй!", 30 
мл   432862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Мечтай, сияй!", 30 
мл   4328626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Будь на волне!", 
30 мл   4328627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Будь на волне!", 
30 мл   4328627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Будь на волне!", 
30 мл   4328627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ветись от счас
тья", 30 мл   4328628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ветись от счас
тья", 30 мл   4328628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Тканевая маска-пен
ка "Светись от счас
тья", 30 мл   4328628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3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4330349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4330349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С новым 
годом!"   4330349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Happy New 
Year!"   4330350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Happy New 
Year!"   4330350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Happy New 
Year!"   4330350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5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Волшебс
тву быть!"   433035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Волшебс
тву быть!"   433035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Волшебс
тву быть!"   4330351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Merry 
Christmas"   433035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Merry 
Christmas"   433035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Увлажняющая ткане
вая маска "Merry 
Christmas"   4330352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7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Жи
ви мечтой"   43303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Жи
ви мечтой"   43303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Жи
ви мечтой"   4330353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8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Ст
ань волшебным един
орогом!"   43303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Ст
ань волшебным един
орогом!"   43303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Маска тканевая "Ст
ань волшебным един
орогом!"   4330354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09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印明眸补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2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2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白妮诗   芦荟丝滑润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芦荟丝滑润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芦荟丝滑润肤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薰衣草润滑水嫩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薰衣草润滑水嫩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薰衣草润滑水嫩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米汁嫩滑细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米汁嫩滑细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妮诗   米汁嫩滑细致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花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花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百合花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樱花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樱花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樱花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栀子花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栀子花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肌蜜栀子花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3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GPT黄金蛋白肽套装 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GPT黄金蛋白肽套装 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GPT黄金蛋白肽套装 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际媛 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际媛 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际媛 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博尼尔纳米童颜净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5989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庭草 舒缓养护套盒 植萃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25 广州鑫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洋 甘菊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4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柔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柔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柔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魅力臻韵组合臻韵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4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缓平衡套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趣味儿童润唇膏（棒棒糖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小分子玻尿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5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伊丝诺趣味儿童润唇膏（果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6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滋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61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绣臻颜沁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66 广州优赛芙科技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68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COMOOS 苏玫氏氨基酸多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76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子文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8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趣味儿童润唇膏（奶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8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卡卡性感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8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韵诗氨基酸净润洁颜纸 粤G妆网备字2019159991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美丽记玻尿酸明星挚爱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玻尿酸明星挚爱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玻尿酸明星挚爱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蓓丝首乌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25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净化渗透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2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27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2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SHOWEVAN依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依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依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5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安肤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烟酰胺透皙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7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8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Princess久慕王妃修护冻干粉+安肤
冻干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39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 青春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青春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青春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颜慷堂固源按摩活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42 广州和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4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丝美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54 广州市碧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茵婴儿肌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55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亮采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57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紧致净
肤冻干粉+紧致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紧致净
肤冻干粉+紧致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 富勒烯紧致净
肤冻干粉+紧致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韵泉富勒烯焕采能量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5 广州冠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玻尿酸清润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小分子皮膜水（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68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0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YYO赋活透皙雪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6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樱花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78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优评金盏花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85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澈晰冰亮璀璨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87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评神经酰胺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89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蝶梵希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95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佳宜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09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肌源寡肽双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0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依卡茵鱼子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01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小分子皮膜水（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02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奢酿花萃精灵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08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本草液1号多效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18 广州市鲜多滋商贸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冰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33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水凝倍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34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水凝倍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34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水凝倍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34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碟恋熙多效还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3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 爆水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4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碟恋熙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4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茉 植物草本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46 广州净如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49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隔离防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58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生姜柔韧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69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驻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73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多娇小分子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75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唐秀滋养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76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芝兰豹纹滤镜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85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诗缘   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94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娇浓六胜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195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魔力修容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1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魔力修容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1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魔力修容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1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恒湘洁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11 广州粤恒湘商贸有限公司

Z 活性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16
广州神山大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双重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2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GSP 钻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26 广州至尊贸易有限公司
优肌源VC双重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2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鹿小草纯净保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34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蝶梵希烟酰胺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4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ILEISI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4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玻尿酸清颜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4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泊泉雅 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蜜丝滑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61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尔姿  涂抹水光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70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卓尔姿  玻尿酸水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78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春熙妍茶籽植萃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281
广州市颜雪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秀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秀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絲衛天然植物滋养秀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5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野姜精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清透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清透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荟源 清透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之舒宝宝皴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63 广州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星钻纯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37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文燕达 水凝美肌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36
广东子文燕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梵瑟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48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60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东方倍润柔护山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70 广州志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洛菲多肽修护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73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尔姿  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74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卓尔姿  焕颜靓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76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素东方多效滋养山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77 广州志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洋甘菊多肽润颜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82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血橙流光幻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8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肌源多肽水润驻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87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肌源多肽水润驻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87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肌源多肽水润驻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87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HOTSHOP热卖小铺舒缓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90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星魅奇缘精华魔刷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9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PO 抗痘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497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多效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02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1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1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1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THEHOTSHOP热卖小铺血橙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13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修堂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21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KYI烟酰胺焕肤亮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24 广州顺洋贸易有限公司

HOURDROPS小时滴透亮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33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尤尼卡 玻尿酸冰肌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49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C植物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植物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植物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奢积雪草舒缓臻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5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霜雪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I焕彩净颜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589 广州蕊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ndi Bella塑颜美雕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12 广州鑫尼诗贸易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净澈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净澈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净澈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1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ase净颜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22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怡莱氨基酸保湿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26
广州市澳沫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应承焕颜生物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34 广州应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尔香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64 广州派尔美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色气垫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色气垫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双色气垫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瑞茜斯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70
广州格瑞茜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尔姿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0699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梦之舒宝宝紫草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02 广州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精粹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0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rMJplus绅士香氛沐浴露（夜魅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14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千姣万润天然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姣万润天然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姣万润天然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芳姿植萃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0 广州芳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法式香氛沐浴露（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C:HY肌肽原液[紧致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MC:HY寡肽原液[净颜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33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春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韩惑 维C水润嫩肌修护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788 欧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芙琳24K精纯臻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13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芙琳24K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14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淇美姿玫瑰精油·活妍焕采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22 广州本颜日化有限公司
皇家颜美青蒿艾绒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0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茯樘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量子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49 广东天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量子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50 广东天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5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52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润泉之颜二裂酵母多肽眼部套 二裂酵
母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7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089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欧众城品倍柔净澄水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3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媚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媚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媚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ZHENM 富勒烯肌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1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NZHENM 烟酰胺透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13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NZHENM 富勒烯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14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鲜肌速递源肌赋活夜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28
广州鲜肌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奥格妮尔水润修护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3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澜柏洋甘菊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3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NIQUSOL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53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  钻  水光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56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薪颜玻尿酸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薪颜玻尿酸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薪颜玻尿酸清透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ignotus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gnotus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gnotus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菁纯丝绒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菁纯丝绒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菁纯丝绒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水分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bay 盈亮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6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红石榴鲜活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84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冰肌水感晶透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9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RILLIANCE NEW YORK PERFECT FINISH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099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龙血精华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龙血精华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龙血精华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颜营养基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4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蔓 活肤驻颜净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09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BRILLIANCE NEW YORK ESSENTIAL 
HYDRATION Argan Oil  REPAIRING 
HAIR MASQUE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1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RILLIANCE NEW YORK heat protector 
Thermal  Styl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1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睡莲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32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金色陀罗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丽蜜肌臻蕴鱼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1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情润色光感唇膏77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5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情润色修护滋养唇膏1314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6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蓝雨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0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清和源玻尿酸臻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1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约美疆薰衣草补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尚公子皇劲能醒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舒缓保湿乳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7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智尚公子皇劲能醒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藻明眸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藻明眸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藻明眸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尔肤 水凝盈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7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尔肤 水凝盈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7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尔肤 水凝盈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7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尔肤 水凝盈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7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幕澌多肽润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69
广州艾澌卡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QIAFANS俏梵希血橙透亮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3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4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情润色光感唇膏214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5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tea tree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natural argan oil 
hair loss shampoo & conditioner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natural argan oil 
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7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润色光感唇膏37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0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natural argan oil 
hair loss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natural argan oil 
shampoo + conditioner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EV earth vibes rose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FOLIAT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XFOLIAT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XFOLIAT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笛泉寡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7 广州金姬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BRILLIANCE NEW YORK ESSENTIAL 
HYDRATION ARGAN OI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8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泉珍珠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93 广州金姬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润色光感唇膏520 粤G妆网备字2019161094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ESTOX时光晶钻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04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BINGKE冰珂倾颜丝滑空气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1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丽熙蓝铜胜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15 广州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美人-柔雾保湿矿物粉底13#瓷肌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20 广州亲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美人-柔雾保湿矿物粉底21#暖肌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25 广州亲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润色光感唇膏521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33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丽蜜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37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原著洋甘菊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3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颜肌密粉嫩童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44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昱蝴蝶冰晶玉雪草本膜+昱蝴蝶冰晶玉
雪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LOUR FEEL 烟酰胺素颜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4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百丽蜜肌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51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昱蝴蝶冰晶玉雪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薇影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56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娇颜肌密粉嫩童颜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57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颜肌密粉嫩童颜安抚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62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6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67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6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8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6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9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0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6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1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0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3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4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5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御益尚方 酸碱平衡油1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117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函秀珈院 靓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08
广州函秀珈院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蕊汇玫瑰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12 广州裕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黑艾草吸黑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24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茵妆玻尿酸多重水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2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百丽蜜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26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丽蜜肌菁盈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27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聚美臀修养套组净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31 广州慕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霾可莉净透精华液家居套 净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32
广州市铂连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米鳄鱼油安肤修护套盒-鳄鱼油安肤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3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绮雯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46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润红套Ⅰ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48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68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69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70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72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73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IQUSOL类人胶原蛋白冻干粉+类人胶
原蛋白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80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颜肌密透感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91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诺琦水光肌底洁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1299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y 透亮柔肤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0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提亮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1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红石榴鲜活焕亮水原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30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玫瑰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3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瑰园瑰居玫瑰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34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佳小白 石墨烯娇嫩净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35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芬倍润持久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3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多肽补水保湿靓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47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嘟嘟莱雅雨露亲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54 广州美佳慧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格妮尔水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典净透VC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74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赋活明眸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8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贝立欣红石榴鲜活亮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8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尚公子皇控油去黑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8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OKO海藻保湿亮肤云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388 广州旺兴行贸易有限公司

道合生美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2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智尚公子皇水活酷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3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柔温泉深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温泉深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温泉深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liQi玫丽绮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2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柔玻尿酸润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玻尿酸润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玻尿酸润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TLWXLZZ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YTLWXLZZ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YTLWXLZZ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燕窝精华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GKE冰珂倾慕丝滑唇釉03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14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XB润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15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YTLWXLZZ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YTLWXLZZ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YTLWXLZZ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清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清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娇兰清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亮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亮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透亮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焕彩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焕彩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焕彩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豹纹氨基酸清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豹纹氨基酸清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豹纹氨基酸清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补水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补水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小颗粒海藻面膜（补水达人）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提亮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轻薄透气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提亮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提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3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红参蜗牛提拉紧致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4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尚公子皇水活酷爽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4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倩竹炭撕拉式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1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肽之吻芊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善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5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暨思妍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71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臻颜润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7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昱蝴蝶冰晶玉雪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8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UYUAN芦媛仙人掌活氧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8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尚公子皇劲能醒肤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9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睛采透亮弹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93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bay 莹润透亮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59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韵妮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00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昱蝴蝶冰晶玉雪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0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玫瑰华萃虾青素+金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虾青素+金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虾青素+金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角鲨烷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角鲨烷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玻尿酸+角鲨烷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卡妲富勒烯多肽焕颜眼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20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ZV泡泡水光亮肌粉底液（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37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美姿JIAMEIZI隐形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40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ESTOX时光晶钻鲜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47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BEESTOX时光晶钻紧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48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妤赛璐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51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鲜肌精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56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胶原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58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苓芝秀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6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EEMYTH妃诗婷丝滑弹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6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强之美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72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凡尚香舒缓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善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79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嘉苗博士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80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柔亮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8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素肌秘菁润海盐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86
君晓（广州）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星魅奇缘精华气垫美颜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9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e Hub  ANTI-GLYCATION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NTI-GLYCATION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NTI-GLYCATION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e Hub  ANTI-GLYCATIONT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169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尚美星魅奇缘精华气垫美颜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0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焕颜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0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紧实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07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立欣红石榴鲜活焕亮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17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焕颜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2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y 凝萃焕颜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4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乔氏水漾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55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柯 活颜精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6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乔氏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69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水漾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70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思妍可溶性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77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子文靓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8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荣迷你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85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玫凯娜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87 广州仙普安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unpt春婷黑曜雾面哑光口红21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1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婵燕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燕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燕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D富勒烯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4 广州市唯姿贸易有限公司
雅诗诺玻尿酸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799 广州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爱焕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00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厚宜1+1水晶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0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诺汀美男士净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男士净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汀美男士净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川芎生姜滋养浸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火美鸟 VC疏果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7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春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烟酰胺水感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2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哲烟酰胺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29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r.Mase氨基酸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3 广州惠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黄金燕窝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ZV泡泡水光亮肌粉底液（中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54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V泡泡水光亮肌粉底液（浅中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57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房蜜韵 动力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6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房蜜韵 动力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6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凯尔赋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赋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赋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眼部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自然焕活美肌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6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自然焕舒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7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焕舒晶彩眼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8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焕活抗皱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899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百绘定格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1902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植百绘多肽定格提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903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植百绘定格玉米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1904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每皙 滋养润奢气垫粉凝霜（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1919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 滋养润奢气垫粉凝霜（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1920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植物清肌套美肌精华液+美肌
护理液+清肌微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477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东田溢梦海藻微晶焕肤套盒海藻微晶精
华膜+海藻微晶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478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东田溢梦类人胶原蛋白冻干粉套盒类人
胶原蛋白冻干粉+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481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颜韵堂美肌套驻颜美肌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03
广州市蓄元健康咨询有限公
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能柔润晶彩手护套-柔润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4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柔润晶彩手护套-柔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5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柔润晶彩手护套-凝润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6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柔润晶彩手护套-柔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7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凝润紧致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8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柔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39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凝润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40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凝润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41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瓷光亮颜七件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3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瓷光亮颜七件套-酵母布丁安
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4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水漾保湿七件套-酵母布丁安
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5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水漾保湿七件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6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童颜焕肌七件套-时光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8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 童颜焕肌七件套-酵母布丁安
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59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密花园玫瑰爱意套-玫瑰爱意修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6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密花园玫瑰爱意套-粉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6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美态润肤液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62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63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脐带精华焕颜套盒-脐带精华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酵母硅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酵母硅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酵母硅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修护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修护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修护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二裂酵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二裂酵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二裂酵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硅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硅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硅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5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2红缨点
妆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09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3朱颜浅
黛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10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6巧笑嫣
然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11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5粉面含
春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12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娃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娃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娃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罗贝肯焕颜美肤娃娃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2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娅涵玻尿酸补水莹润套盒-玻尿酸水感
清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30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靓肤套盒-玻尿酸润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31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靓肤套盒-玻尿酸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32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靓肤套盒-玻尿酸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33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补水莹润套盒-玻尿酸莹润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634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净化修护美颜套 净化修护冻干粉+
净化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丝润水漾凝时套 活泉注氧玻尿酸
精华水+VC润颜营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丝润水漾凝时套 补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PHYTO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HYTO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HYTO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HYTO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6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HYT 美颜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70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鲜彩水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7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洋甘菊酵素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7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青纯熬夜
小布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86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莲丽姿修护多肽冻干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9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莲丽姿修护多肽冻干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9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莲丽姿修护多肽冻干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9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舒缓明眸滋养组合-美肌
透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92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持色雾面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62797 广州淘奇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凝妍金纳米棒焕颜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00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CE 椰香咖啡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0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心渼康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05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YUAN芦媛仙人掌舒缓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0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龙血补水精华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龙血补水精华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龙血补水精华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y 细肤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1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采佳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20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23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紧致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29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焕肤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30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焕颜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3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舒颜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33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美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3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爱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35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KUGE血橙焕颜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4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焕颜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4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焕颜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4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49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5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61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绘雪肌水漾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6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昔臻悦奢宠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85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REVIV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REVIV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REVIV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REVIV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姝俪滋润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899
广州安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葵儿鱼子精华3D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鱼子精华3D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鱼子精华3D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芦媛仙人掌活氧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0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洁面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1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集修堂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13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媄蔻芦荟安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19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龄轻春富勒烯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20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思莉舒润保湿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33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bay 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38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魅力名膜赋活水润焕颜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39 广州十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鲜肌速递源肌赋活日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41
广州鲜肌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藏之源红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4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嫩艾草）
NO.7008-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嫩艾草）
NO.7008-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嫩艾草）
NO.7008-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4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丝滑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TAR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57
广州元嘟嘟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潘思莉水漾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87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植数竹炭爽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2988 广州誉言商贸有限公司

潘思莉水漾活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3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小鲜绿叶深层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33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新肌焕颜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35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诗哲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37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鲜肌速递清滢焕活多效洁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40
广州鲜肌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bay 温和水漾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4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仙人掌）
NO.7008-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5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仙人掌）
NO.7008-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5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草本自然润唇膏（仙人掌）
NO.7008-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5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红石榴鲜萃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70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4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LUMINOUS WHI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LUMINOUS WHI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LUMINOUS WHI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LUMINOUS WHI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 烟酰胺保湿肌密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男士净肤滋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男士净肤滋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斯丽纳男士净肤滋润保湿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洋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牛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0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昂丝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0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奥纳多非凡润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0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彩铃兰焕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11 广州熙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维诗 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贝维诗 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贝维诗 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潘思莉舒润橄榄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15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玻尿酸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2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洋甘菊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2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玻尿酸沁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26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暨思妍可溶性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29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恒润细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3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润美宝水润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40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潘思莉舒润轻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47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烟酰胺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48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黑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4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沐丝特植简金缕梅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玻尿酸鲜妍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1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水润滋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2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洋甘菊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清肌净颜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洋甘菊沁润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5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72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仙人掌活氧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19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焕颜清肌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焕颜清肌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焕颜清肌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丝特植简依兰花赋能奢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0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PSO冈山白桃水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12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洋甘菊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17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舒优妈妈产后腹部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3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舒优妈妈产后舒韵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4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舒优妈妈产后纤纤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5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舒优妈妈产后暖养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6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舒优妈妈产后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7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舒优妈妈产后臀部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68 广州汉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潘思莉水漾多肽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71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芦媛仙人掌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7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 复活草水漾润泽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7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uman collagen可溶性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79 广州臻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诺烟酰胺沁皙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84 广州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思水动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292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蓝铜胜肽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12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北海道牛乳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15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17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man collagen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18 广州臻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38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思莉舒润乳酸焕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4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LUYUAN芦媛仙人掌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5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厘云氨基酸精油洗发露（丝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57
广州海厘云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

海厘云氨基酸精油洗发露（去屑止痒）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59
广州海厘云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62 广州爱御女化妆品有限公司

HI-POSE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美卉保湿补水滋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78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QUAN依卉泉烟酰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C血橙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血橙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血橙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千植肌研草本清颜净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2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品九草祛痘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品九草祛痘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品九草祛痘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8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莱曼驻颜水嫩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39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水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0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金婵猫 胶原蛋白舒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0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零感纤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08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NDIEMI兰蝶蜜涂抹美眼羊胎素抗衰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11 广州月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宾娜清滢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1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驻颜水嫩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1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驻颜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1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笛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2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AGE光解酶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2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灵动精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26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瓦丝汀梦幻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27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3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芦媛仙人掌活氧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1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浄珞雅柔嫩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浄珞雅柔嫩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浄珞雅柔嫩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浄珞雅润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浄珞雅润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浄珞雅润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XiDE皙的净透水嫩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56 广州韦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舒缓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61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胶原蛋白营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6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哆美诗二裂酵母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69
焕颜肌密（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卡昔臻悦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74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日吻类蛇毒肽黄金复源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82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BBC Leililian紧致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8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胸部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97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肩背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98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腹部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499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腰部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00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腿臂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01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然娇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修润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4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润颜抚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5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AOC∧SEY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16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拓那思 黄金紧致秀美精华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2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卡昔臻悦奢宠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1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昔臻悦奢宠润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2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昔臻悦奢宠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3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aUER熙雅轻妆淡抹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aUER熙雅轻妆淡抹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aUER熙雅轻妆淡抹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4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aUER熙雅清颜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aUER熙雅清颜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aUER熙雅清颜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3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焕亮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5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5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JIUSTM久石美肌原初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54 广东紫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鲜源氏初元紧致套Ⅲ精华液6#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8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59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修护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修护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修护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清透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清透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清透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面部按摩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面部按摩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面部按摩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眼部舒缓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眼部舒缓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眼部舒缓修护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0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冻干粉修护组合-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冻干粉修护组合-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冻干粉修护组合-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2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传明酸原液套盒-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传明酸原液套盒-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传明酸原液套盒-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润细肤精华套盒-水润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润细肤精华套盒-水润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润细肤精华套盒-水润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烟酰胺原液套盒-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烟酰胺原液套盒-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烟酰胺原液套盒-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瀑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瀑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瀑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3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水分子净颜套装-氨基酸温和净颜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6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水分子净颜套装-活氧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66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加保湿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15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娜加赋源光感套盒-娜加赋源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16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痘研水光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25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1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2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3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3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3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姝妍妡多肽焕颜紧致套-多肽焕颜紧致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欧韵诗多肽毛孔洗澡升级套装-多肽毛
孔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8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多肽毛孔洗澡升级套装-多肽紧
致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39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聚元正养 美韵舒护草本养护套-美韵舒
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57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拓客套毛孔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6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拓客套毛孔净透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61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拓客套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62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格驾到童颜线雕蛋白肽套装-黄金液+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63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欧启羊胎素赋活冻干粉套组-赋活冻干
粉+嫩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81 广州明康实业有限公司

肤典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88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89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2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3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晶透水润奢养套组-晶透水润奢养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4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arla多肽紧致修护系列-氨基酸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8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Caarla多肽紧致修护系列-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899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3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3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3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舒畅悦颜组合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平衡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平衡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平衡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5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能量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能量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固源能量套舒缓能量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健康组合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健康组合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佳人健康组合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1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FULL绣芙日夜素养眼部精华组合-
多肽紧素眼精华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22 广州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OWFULL绣芙日夜素养眼部精华组合-
燕窝润养眼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23 广州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OWFULL绣芙二裂酵母亮颜修护亲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24 广州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LDTIME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30 广州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三肽舒缓冻干组合-舒
缓肽喷雾+舒缓肽冻干粉+舒缓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37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诗唯诺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49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景滋活力肽修护冻干粉+玻尿酸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51
广州景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歌钠絲  老姜汁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55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清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5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北风薰衣草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68 广州中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诗唯诺红石榴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70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聖奈薇爾豆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7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无硅油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无硅油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香水格调无硅油水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39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唯诺补水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04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EGOCI 六角星芒眼影盘 摩卡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10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思卡 精致美颜CC蘑菇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13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芕栩舒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1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笛诗奈 植萃精华舒纹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17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UEXIU悦秀洋甘菊舒缓嫩滑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3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当清爽韧发洗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37 广州一茉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亲恩深海多效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38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55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唯诺补水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58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简本色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61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辞典焕颜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焕颜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辞典焕颜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冰肌活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picobright水润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79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诗唯诺补水舒润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81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聖奈薇爾草本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珂芝雅紧致抗皱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8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诗唯诺润泽丝雾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88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RUZHUANG儒妝小奶牛柔嫩丝滑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唯诺补水润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4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5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picobright水润焕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7 广州搜虎贸易有限公司

诗唯诺补水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099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BINGKE冰珂倾慕丝滑唇釉04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唯诺补水润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4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HOME SELECT焕颜新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5 广州喜爱创意家居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鱼子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紧致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08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风吟诗嘟唇千色唇膏（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10
广州风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色莎奢金雾面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1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HOTSHOP热卖小铺血橙温变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16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农泉 植物胚胎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20
广州新征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21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2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唯尚美清透皙嫩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2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翘&蜜 海洋迷情炫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2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小奶牛滋润补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32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唯诺氨基酸智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35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奢酿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1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玫瑰滋养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2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汤姆逊&BOBO  LEE蜂蜜香型咖啡身体磨
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6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薇仿若天生液体腮红 （03霜糖奶
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51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梓泉六胜肽抗皱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52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梓泉六胜肽抗皱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52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应承多效修护润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54 广州应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酿花萃浓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5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贝立欣寡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6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青春美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诗唯诺提拉塑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95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唯诺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96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唯诺肌源润泽红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97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唯诺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198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2850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3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4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活力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5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6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畅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7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畅活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8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畅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09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畅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10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2850畅活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11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荷颜天然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40
广州成德康保健用品有限公
司

CHEEYEA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43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深层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5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诗丹靓颜丝滑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靓颜丝滑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靓颜丝滑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菲雅夏日冰川蛋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59 广州蔻颜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诗丹净肤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净肤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净肤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无暇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无暇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无暇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EYEA 鱼籽精华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65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青春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鳳圖騰晟美源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7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曼娜 一世鎏光金妆粉底液（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7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曼娜 一世鎏光金妆粉底液（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风吟诗嘟唇千色唇膏（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3
广州风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葶美姿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5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葶美姿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5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葶美姿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5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Bella Frutta 丰润盈亮护体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89
北京华联综合超市股份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聖奈薇爾舒缓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风吟诗嘟唇千色唇膏（西柚）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91
广州风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喵小妖竹炭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93 广州市灵猫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肌源赋活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95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296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01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03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风吟诗嘟唇千色唇膏(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04
广州风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FanyueEra樊悦时代艳养冰泉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15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聖奈薇爾紧致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2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UYUAN芦媛仙人掌活氧水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4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葶美姿 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52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葶美姿 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52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葶美姿 玫瑰荷荷巴储水倍润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52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IANGLIXING靓丽星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57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妍微量源力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6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萝妍微量源力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6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萝妍微量源力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6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滴秀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72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润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润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润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0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润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润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润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382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巨藻修纹弹力珍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巨藻修纹弹力珍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巨藻修纹弹力珍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洋甘菊安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15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子爱火山泥劲能亮肤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2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玫瑰安瓶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2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2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 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3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恩燕窝养颜嫩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35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3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3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3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水漾浸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4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DIETITIAN营养师均衡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49
广州市乐诗菲诗化妆品有限
公司

臻艾卡琳娜氨基酸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52
广州露缇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诗丹焕颜锁水修护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5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焕颜锁水修护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5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焕颜锁水修护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5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trendz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trendz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trendz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紧致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7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梵凝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凝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凝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积雪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69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之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之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惑之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丝柔亮采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丝柔亮采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白池花籽丝柔亮采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樊文花魅丽水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8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源动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8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海茴香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8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舒缓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玫瑰新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1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桂本万堂巴戟天百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桂本万堂巴戟天百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桂本万堂巴戟天百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皙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AGE光解酶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49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8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8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8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燕窝养颜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5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本色燕窝滋养淡纹修护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07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5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5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5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优氧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6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6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6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6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1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水漾透亮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2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丝滑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3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笙透明质酸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3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C pure eucalyptus oil shower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 pure eucalyptus oil shower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 pure eucalyptus oil showermist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透明质酸润唇膏NO.7005-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透明质酸润唇膏NO.7005-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透明质酸润唇膏NO.7005-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4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亮采保湿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5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极酷璀璨宝石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5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NOAGE光解酶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5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7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6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7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6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蓝色之恋口红027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6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润唇膏NO.7005-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润唇膏NO.7005-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润唇膏NO.7005-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泉纳米微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雪灵芝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6 广州昊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滋养修护润唇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7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舒润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90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9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9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多用润唇膏NO.7009-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9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599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钠絲 老姜汁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00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VEV恋慕之心水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02 广州糖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烟酰胺光感日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03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琉璃佳人 活性肽眼部冻干粉+活性肽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04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娇颜肌密粉嫩童颜冻干粉+粉嫩童颜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14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蒎水光赋活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15
广州瑞蒎净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 复活草水漾润泽清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2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肤妥清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3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悦丝去屑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40 广州蝶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元气少女四色眼影盘-晨曦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43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思竹露玫瑰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48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玫瑰赋活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52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姿蔓代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54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LANDIZI 蓓兰蒂姿玻尿酸深层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71
广州蓓兰蒂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纤女子 魅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美可美塑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胸部肌肤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瓷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699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冰川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0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冰川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1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修护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3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冰川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4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冰川多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5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魅笙滋养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特嘉黑晶结构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0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益康态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康态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康态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1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clum戈仕多肽莹润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60 广州戈仕贸易有限公司

潘思莉舒润多重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61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如妮缘 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 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 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7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YW·莱梧龙胆祛痘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86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VATED CHARCO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ACTIVATED CHARCO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ACTIVATED CHARCOA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槃梵玻尿酸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槃梵玻尿酸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槃梵玻尿酸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7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烟酰胺亮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23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寡肽舒缓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26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28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娇芝芦荟薏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38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竹炭清肌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3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双管精华粉底液-隔离水凝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42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丝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45 广州紫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肌能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50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水润亮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62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6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思莉舒润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71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潘思莉舒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7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奈絲莱斯 靓润紧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3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CLOVER DETOXIFYING RE-BALANC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TOXIFYING RE-BALANC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TOXIFYING RE-BALANC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TOXIFYING RE-BALANC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CNE CONTRO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CNE CONTRO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CNE CONTRO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CNE CONTRO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8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尚美星魅奇缘蜗牛定妆变脸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9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妍俪 雪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95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拾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897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MEDO SOFTE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MEDO SOFTE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MEDO SOFTE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MEDO SOFTE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妍俪雪肌慕斯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03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DE-REDDEN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REDDEN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REDDEN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E-REDDEN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夏堂多肽肌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7 广州橙时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19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十五团薰衣草玻尿酸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2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ePim精致修颜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4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PSO京都樱花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4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潘思莉清澄裸妆气垫CC霜（薄卵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65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苏莱曼复活草水漾润泽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6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UTíSCURA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8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TíSCURA苹果果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氧颂水光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氧颂水光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氧颂水光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舒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舒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舒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4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肌源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01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若水凝妍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07
广州市若水凝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金匠极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12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如雪肽能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2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梵诗积雪草苷天然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3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丽嘉萱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41 广州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 驻颜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4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色鸟水感无瑕蘑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47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 PARTERRE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52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仲艾灵佰草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5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仲艾灵佰草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5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仲艾灵佰草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5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眼部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65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6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67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锦尚美娇草本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尚美娇草本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尚美娇草本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轻盈紧致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俏妈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EGOCI六角星芒眼影盘-微醺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7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86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芝荟Vc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08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娜多极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00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颜肌密盈润丽颜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10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思美瑞 美肌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11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UNIQUSOL蛇毒肽逆龄冻干粉+蛇毒肽逆
龄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24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双管精华粉底液-水漾臻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30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烟酰胺焕颜亮润小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42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韩潇雅活水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潇雅活水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潇雅活水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妍希 水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5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匙美刻保加利亚玫瑰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5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匙美刻保加利亚玫瑰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5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匙美刻保加利亚玫瑰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5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小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ay 水活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62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6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6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6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8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1柔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1柔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1柔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透亮光感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93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清透定妆气垫蜜粉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1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丝滑美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00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LYW·莱梧赋活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10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洋甘菊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1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保湿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1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密码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0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多肽保湿活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多肽保湿活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多肽保湿活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 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 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清丝 一分钟焗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2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NOAGE富勒烯光解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3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依朝暮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34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42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PSO北海道牛乳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4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琉璃佳人 活性肽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56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采滴泉温泉矿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7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滴泉温泉矿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7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滴泉温泉矿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7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2%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77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草本净颜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草本净颜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草本净颜玉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洛菲 晶采倍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90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洛菲 晶采水润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92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洛菲 晶采水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93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洛菲 晶采水润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294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AKCO水蜜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KCO水蜜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KCO水蜜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依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5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风吟诗嘟唇千色唇膏（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6
广州风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洛菲 晶采水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7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虞舜佳人珍珠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0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10%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20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21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心然 瓷肌光感能量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31 广州薇然果贸易有限公司

蔻洛菲 晶采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40
广州族贵光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甄姿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52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依朝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55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依朝暮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57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AGE光解酶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6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莱梧赋活雪肌盈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67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净颜美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净颜美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净颜美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施奥蒂歧妙舒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08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施奥蒂歧妙水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09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施奥蒂歧妙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10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春堂草本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草本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春堂草本泥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1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纤颜草本调理精油（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22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纤颜草本调理1号油（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23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纤颜草本调理2号油（植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24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纤颜草本调理精华液（植物精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25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纤颜草本植物精粹紧致油+益纤颜草
本植物精粹嫩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26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溯品氨基酸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31 广州谷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3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素颜女神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3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祛痘苦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4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G耀悦星空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44 广州柏宝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素颜女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4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素颜女神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5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俪娅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57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5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酷十岁KUSHISUI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泉新净润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泉新净润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泉新净润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蒎多肽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499
广州瑞蒎净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AGE苹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0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肤人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红参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红参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红参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CELLULAR REJUVENATING EYE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ULAR REJUVENATING EYE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ULAR REJUVENATING EYE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ULAR REJUVENATING EYE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NGKE冰珂倾慕丝滑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本色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18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无瑕定妆CC棒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32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雪之晶采无瑕定妆CC棒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37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BINGKE冰珂倾慕丝滑唇釉02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40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SITING肌密亮采如瓷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4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凯蒂佩里喵吉蒂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4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AGE光解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5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65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海绵直液式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6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膜梵玉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玉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玉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8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LANDIZI 蓓兰蒂姿木兰苷舒缓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595
广州蓓兰蒂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凰肤人养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养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肤人养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0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靓肤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02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bay 臻颜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0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珰珂珍珠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多效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靓润保湿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 维C鲜注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3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莹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素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7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素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1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2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福元 修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25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鼎福元 草本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26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鼎福元 美韵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27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忆爱思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32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2850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39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氨基酸清透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565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奢宠焕颜去角质组合-修护啫喱
（外管）+去角质霜（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奢宠焕颜去角质组合-修护啫喱
（外管）+去角质霜（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奢宠焕颜去角质组合-修护啫喱
（外管）+去角质霜（内管）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蕊姿 海藻控油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1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海藻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1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 海藻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1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搏骋清道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清道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清道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冰晶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冰晶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冰晶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2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仕CHISHI多肽修护冻干套盒 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3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仕CHISHI多肽修护冻干套盒 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3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仕CHISHI多肽修护冻干套盒 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3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仕CHISHI多肽修护冻干套盒 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3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大眼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大眼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大眼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大眼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 不怕哭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 不怕哭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 不怕哭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 不怕哭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G净护卸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4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护卸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4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护卸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4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护卸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4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预康创美三重玻尿酸胶原蛋白球+预康
创美修护溶媒+预康创美白珍珠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48
广东预康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玛思红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3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贴心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4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5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镇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铂金抗皱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7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康德美纳米铂金抗皱御龄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58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添媄媄颜清肌套-媄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雪肤套-媄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1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雪肤套-媄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雪肤套-清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雪肤套-媄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4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清肌套-媄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雪肤套-媄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添媄媄颜清肌套-媄颜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7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人花养护调理套-暖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肤莱亮颜美肌套装- 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6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乎末逆龄平衡调理套-芳华平衡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乎末逆龄平衡调理套-芳华平衡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8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娇韵养护套组-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yso魅源草本修护套-盈润养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7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yso魅源草本修护套-盈悦修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8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yso赋源草本修护套-臻养舒润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5799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血橙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2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血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24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银杏竹炭黑曜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28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恩玫瑰精油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32
广州秀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莱曼驻颜水嫩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3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冻龄恒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4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复活草水漾润泽冻龄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4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水嫩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57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集海堂肌底修护溶媒+肌底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65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TRIPLE HYDRATING LUMINO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北风薰衣草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887 广州中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Orb Lil 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10
保乐芙（广州）母婴用品有
限公司

丽滋媛熊果苷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22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诗佳保湿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26 广州草木诗佳贸易有限公司

慕兰婷活酵母肽能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27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思莉舒润紧致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29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欧众城品 芬芳水活倍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42
广州欧众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芦媛仙人掌鱼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4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蜂蜜红果亮肤水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5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PSA lntense Ash Blonde7/11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7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敦妮诗精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77 广州语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姿蔓代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81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恩玫瑰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83
广州秀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丝慕海藻精萃焕颜补水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8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蔻多肽赋活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88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双面膜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599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水澎澎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0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婷自律周期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08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依妃冰肌雪晶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1 广州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雅黑珍珠清新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7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保湿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19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美时代蓝铜胜肽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0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莱斯贝儿水润清泉汲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3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秀恩玫瑰精油头皮平衡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4
广州秀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柏兰 玻尿酸小分子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柏兰 玻尿酸小分子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柏兰 玻尿酸小分子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clum戈仕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30 广州戈仕贸易有限公司
菊花之恋 富勒烯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39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影  氨基酸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49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CHEEYEA 塑颜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51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诗佳保湿嫩肤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53 广州草木诗佳贸易有限公司
伊璐雅水漾冰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57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凯尔轻盈嫩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轻盈嫩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尔轻盈嫩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维他命-补水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6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let 0/66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0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银贝草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1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HOWEVAN手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手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手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腿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腿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腿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臀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臀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臀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7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植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植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植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润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润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润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精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精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精粹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昱蝴蝶冰晶玉雪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ESECRET太阳花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66098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lclum戈仕胶原蛋白滋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4 广州戈仕贸易有限公司

CLOVER OXYGEN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OXYGEN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OXYGEN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OXYGEN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秘妍雾色迷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07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保湿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芦荟舒缓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金纯臻颜焕采BB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7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YANPHON小黑裙植物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植物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PHON小黑裙植物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水透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CESECRET十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22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茗草汇黑金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23 广州幽澜贸易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尿酸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2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雅黑茶清洁吸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28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影氨基酸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30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3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水分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4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德克林娜阳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54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两片瑶好韵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0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两片瑶好韵胸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1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7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鳳圖騰晟美源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姿舒肩颈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8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舒舒畅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8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舒茹美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舒臀部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舒腹部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舒腰部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王妃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王妃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王妃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烟酰胺焕颜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19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下溪能量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01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茜泉米浆水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03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尚公子皇 水活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0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妮迪 六胜肽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1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DND青春定制（Ⅰ型）-焕美冻干粉+焕
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1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尚公子皇 劲能醒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2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蜂胶水光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1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 皮肤屏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3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香蔻尔  胡萝卜素健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5 广州叠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IMII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37
广州博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蜂蜜绿蔬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5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蜂蜜紫莓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57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轻吻柔雾不沾杯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62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秀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6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秀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6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蔻冰爽透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71 广州植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香蕉蜂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8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血橙水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82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平抚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凰上凰自然轻彩眼影-大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4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凰上凰自然轻彩眼影-桃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5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咖啡因密集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ANTI-OXIDA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ANTI-OXIDA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ANTI-OXIDA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ULTI VITAMINS ANTI-OXIDA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6629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膜梵凝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凝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凝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冰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冰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冰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茵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7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上凰持久柔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19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修护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修护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修护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红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红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红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俪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下溪能量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42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LLPLUS KERATIN NOURISHING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52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STYLING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53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KERATIN STRAIGHT STRONG 
PERM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5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COLLAGEN SOFT SOOTH 
REDUCTIO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55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RASTFOR MOLD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56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沉香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64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膜梵珠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珠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梵珠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KERATIN DANDRUFF REMOV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28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KERATIN CURLY PERM 
NEUTRAL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3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PLUS KERATIN SMOOTH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35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SECRET Mascara com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com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com ácido 
Hialurónico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ELLPLUS KERATI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42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 燕窝臻颜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4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青春美颜紧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64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梵瑟烟酰胺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616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山茶花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618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6619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 臻宠玉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6625 欧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斯贝儿水润清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3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莱斯贝儿水润清泉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3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妃悦氨基酸亮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4
广州市妃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清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Dusitra GOLD PRINCESS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Dusitra GOLD PRINCESS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Dusitra GOLD PRINCESS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8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肌幼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59 广州如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N+ZHK美肤水光面膜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19167260
广州资恩解码健康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比格妃 活性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64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IRISFANIDEZ梵玳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65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ERYMER亮肌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69 广州莱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 活性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71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SELFOND希芳 维C水润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77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可奈儿玻尿酸保湿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87
美莱优品（广州）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 玻尿酸鲜注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93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柘补水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398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话题小分子生物肽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01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奇迹姜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09
广州市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ZWY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ZWY 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立欣玫瑰精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24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LPLUS HAIR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28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玻尿酸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32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CHEEYEA 鱼籽紧致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43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禾玻尿酸深层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44 广州卡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 多效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54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可可奈儿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62
美莱优品（广州）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瑞铂丽儿玫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63 广州塞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樱肽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7466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 玻尿酸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18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 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3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 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3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 度膜柔顺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3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愈茉莉精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76 广州爱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眯眯眼清润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81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诗靓雨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892 广州庚芷仟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1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1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10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补水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补水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补水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樱花浪漫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娜美颜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7 广州娜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璽洋珍珠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29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之菡燕窝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30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侍 紧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3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梵希陀牛奶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35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MIDI.薰衣草淡雅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3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41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 毛孔细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4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ICVSSOEDUCATION莹光眼部紧致抗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48
广州毕咔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丹娜活氧盈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49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漾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5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5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5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漾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59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国色绛唇奢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65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蓓莉 盐水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7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吉堂三师同乐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74
广州靓美莲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朔元茶籽洗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77
广州归本朔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美婷 臻润焕活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92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黄金多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799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米水嫩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米水嫩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米水嫩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婷 臻润焕活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6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似水芙蓉烟酰胺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1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婷臻润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20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似水芙蓉多效修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2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茜兹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3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茜兹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3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茜兹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3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尚姿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31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黛美婷 修护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44 广州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陀乳木果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48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凯柔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65 广州中科医药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水沁润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贝斯海洋冰泉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贝斯海洋冰泉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贝斯海洋冰泉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具胶原蛋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4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形象美 金桂花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桂花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金桂花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补水透润玻尿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酿水润无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姬尚姿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3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瓦伦蜗牛补水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蜗牛补水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蜗牛补水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酿水润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09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雅泉焕舒晶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03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NA小分子富勒烯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11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GZ欧芭宝典广欧浪漫花瓣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13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HORE金字侧柏叶珍萃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18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E KATE 玛丽凯特臻彩宝石保湿口
红（S01红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19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婷 肽能双修赋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52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POSE海洋冰沁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海洋冰沁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海洋冰沁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VMI闺蜜名妍多肽净颜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77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621釉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79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2007姜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0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622胭脂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1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58南瓜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2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5015藕荷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3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53玳瑁
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4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594淡栗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5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523烟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6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692酢浆
草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7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415合欢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8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2444淡茜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89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7607玉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0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500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1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6C浅陀
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2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9C深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3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1护甲光
油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4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2护甲底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5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3护甲磨
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68196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5595淡灰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68205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2965牛津
蓝）

粤G妆网备字2019168206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5455晴山
蓝）

粤G妆网备字2019168207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5635灰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68208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琼斯·玛瑞maroc摩洛哥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258 广州骏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班布舒润植萃按摩油宫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35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怡然娇舒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舒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舒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 采姿兰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5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柯尔 多肽赋活焕肤（套盒）焕颜多
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蔓柯尔 龙血修护（套盒）龙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屏 苗丹仁舒缓调理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8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补水莹润套盒-玻尿酸虾青
素焕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39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补水莹润套盒-玻尿酸菁纯
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00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水光靓肤套盒-玻尿酸润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01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时光振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时光振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时光振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莲寇肌底赋活能量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33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莲寇肌底赋活能量套逆龄修护肽冻干
粉+逆龄修护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34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莲寇肌底赋活能量套玻尿酸舒缓修护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35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莲寇肌底赋活能量套微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36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莲寇肌底赋活能量套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37 广州市白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滋润修护洗护套装-
植物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4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蔷薇精油香氛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5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白茶美肌修护五件套白茶净颜
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白茶美肌修护五件套白茶净爽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白茶美肌修护五件套白茶多效
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79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白茶美肌修护五件套白茶修护
保湿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0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紧致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水光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紧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聚时光奢养护肤系列-聚时光
奢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白茶美肌修护五件套白茶透润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 保湿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87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ZHI初芷 冻龄精华套 冻龄精华素+
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91 广州初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氏誉方紧致喷雾套-华氏誉方紧致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8497
广州市蝶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古荟 小野姜活力精品套 小野姜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古荟 小野姜活力精品套 小野姜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古荟 小野姜活力精品套 小野姜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肤有道轻盈紧致套 轻盈滋润收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T 清痘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30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亮颜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3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补水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3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3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肽元素修护套 肽元素修护冻干粉+
肽元素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34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多肽修护组合玻尿酸原液+美肌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5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津浦多肽修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5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finin焕颜修护冰川水冻干面膜组合-
加拿大冰川水+焕颜修护精华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0 广州三生万物商贸有限公司

infinin焕颜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1 广州三生万物商贸有限公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伊和草本油（3）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根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伊和草本油（4）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通和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伊和草本油（2）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伊和草本组合-伊和草本油（1）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6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芝迪娜臻颜巨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ven 三色彩虹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591 广州红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WEALLLA 茶籽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13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e 迷心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14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美天呵护柔和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24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洁面慕斯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洁面慕斯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洁面慕斯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婷嗨拾岁青蒿菁华液+嗨拾岁海藻
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41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NLY Satturday星期六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LY Satturday星期六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LY Satturday星期六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洋甘菊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68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HORE金字侧柏叶多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77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琦兰肌因萃取植物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82 广州益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洋甘菊养肌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86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690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ZN+ZHK美肤冻干粉I+美肤溶媒II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03
广州资恩解码健康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深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05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露美希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06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熙金盏花 舒缓保湿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09 广州久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呵护臻美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19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GXO清莹精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清莹精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清莹精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寿世良朋植物萃取养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36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Espie rouge水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40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植控海藻补水舒缓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42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希陀水蜜桃盈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43 广州博霖祥百货有限公司
韩尚熙野玫瑰 精粹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49 广州久仙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姨植萃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59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致防裂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0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3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安迪咔 婴儿绿豆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4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胶原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胶原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胶原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水润遮瑕水光气垫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76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素蔻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77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莹润清透出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8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洋甘菊眼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9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创优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依朝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797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莎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0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玫瑰花滋润保湿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03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肌源红石榴多效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1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茉莉花清透补水润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0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梵姬 沁颜水亮双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4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美进鱼籽酱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鱼籽酱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鱼籽酱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鱼籽酱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皙润防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2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萌宠卡通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3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芝荟焕颜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3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萌宠卡通美肌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3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42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米澜姿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44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仟色莎樱花仙女润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4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1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熏衣草净颜清爽莹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5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尤蔻 钻石净泉蚕丝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59 广州铭心化妆品有限公司
aleen九天绿沉香氨基酸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60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66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67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植采宥草本柔和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72 广州市快销贸易有限公司
KINN WANN白松露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NN WANN白松露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NN WANN白松露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肤源 酵母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酵母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酵母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8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颜奢宠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90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颐笙美富勒烯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895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ZHI玉致蜗牛原液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01 广州玉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 火山泥毛孔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火山泥毛孔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火山泥毛孔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XB 滋润保湿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09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馨兰 保湿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15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洋甘菊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19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泰 焕颜靓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33
世泰医养(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BXB酷爽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36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IKAI 牌滋养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41 广州奥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熊猫寡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43
佰草之谜（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HOALFAWN黎媚醒肤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44
广州美咖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丹娜活氧优化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48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4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56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玫瑰水嫩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58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yue菲约·维密女神香水滋养修护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67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萌宠卡通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7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蓝格丝质感柔顺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73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elant.la紧致透亮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elant.la紧致透亮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elant.la紧致透亮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闪亮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89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小熊闪亮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8989 广州金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JSLOLO橘色洛洛幻彩青春温感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2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左淋右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0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洋甘菊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22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洋甘菊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2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斯莱寇 纤伴相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2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美高顏胶原蛋白修护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27
广州美高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樱桃光滑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樱桃光滑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樱桃光滑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若姿多效精华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佩可魅惑丰润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3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花瓣沁润焕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7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 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 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 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康清零山羊奶氨基酸清凉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59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施华洛蝶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6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清零山羊奶氨基酸保湿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65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清零山羊奶血橙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66
广州康之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兰蜜肌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6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yue菲约·维密女神香水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71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璽洋密罗木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72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光语 水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水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水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690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植控烟酰胺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00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JO Hair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0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3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感  真空液态口红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8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  真空液态口红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8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   真空液态口红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8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  液态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88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  液态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8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  真空液态口红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19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姨 润泽修护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0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丝炫一喷柔留香修护蜜（喷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0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曼丝炫·丰盈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1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梵瑟臻美修颜防护乳（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6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臻美修颜防护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7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山茶花润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8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山茶花润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19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0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山茶花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1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水润保湿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2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烟酰胺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3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4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燕麦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5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烟酰胺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7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山茶花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8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瑟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29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薇雅舒缓修护套-舒缓修护冻干粉+舒
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34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焕颜靓肤套-焕颜靓肤冻干粉+焕
颜靓肤溶媒液+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35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逆龄焕颜套-逆龄焕颜冻干粉+逆
龄焕颜溶媒液+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37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沙龙体验套-水润保湿面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39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水润嫩颜套-水润保湿冻干粉+水
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40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沙龙体验套-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41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水润嫩颜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42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洋甘菊舒缓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57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雪绒花清透亮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5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红石榴鲜活焕颜高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柔肤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伊堂丽颜逆龄组合套装-丽颜逆龄泡
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6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伊堂丽颜逆龄组合套装-丽颜逆龄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7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q Stan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8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Yas m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6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XGUM Mask MULTI-ACTIVE AND 
MOISTUR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GUM Mask MULTI-ACTIVE AND 
MOISTUR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GUM Mask MULTI-ACTIVE AND 
MOISTUR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水光语 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美姬多肽修护冻干粉+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ACK HAIR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3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SuKinn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74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81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思净颜柔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86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璽洋密罗木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0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诗迪娜香蕉蜂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香蕉蜂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香蕉蜂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墨角藻臻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墨角藻臻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墨角藻臻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0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JO Morocco Argan Oil Shampoo 
Anti-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04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魅燕窝多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11
广州市柏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JO Ginger Shampoo Anti-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14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Horss Ol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1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肌活能量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2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肌活能量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2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4华灿盛
世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27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卡奴 芦荟修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28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璽洋密罗木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33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春天倍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3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卡妲富勒烯多肽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41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涂抹型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涂抹型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涂抹型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润茜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46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ACD  无瑕透润气垫BB霜 亮肤色 C22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57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YUAN芦媛仙人掌活氧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6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施奥蒂歧妙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65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7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7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Ⅵ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7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养护膜粉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7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腹部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7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肩颈保养蜂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臀部保养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舒润清养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养护膜粉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LACK 深海密集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深海密集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深海密集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8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滋媛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0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施奥蒂歧妙水韵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4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施奥蒂舒润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5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施奥蒂歧妙水韵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6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智健 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693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福元 舒欣温养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69400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颜舒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6993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4（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3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1(橙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3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1(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2（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2（浅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3（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3（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akurone玫可伦可可慕斯系列口红(樱
桃水红1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6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urone玫可伦可可慕斯系列口红(拿
铁砖红1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7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urone玫可伦可可慕斯系列口红(气
质豆沙105)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8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urone玫可伦可可慕斯系列口红(石
榴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49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urone玫可伦可可慕斯系列口红(焦
糖枫叶1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0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韵易系列舒纹抚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1
广州普拉那企业咨询顾问有
限公司

优研秘极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研秘极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青春靓肤冻干粉组合-靓肤冻干粉+靓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58 广州吉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水光嫩肤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水光嫩肤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语 水光嫩肤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轻薄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6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茜泉姜汁强韧焕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70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NYAN活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活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活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700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KE冰珂倾颜丝滑空气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0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园瑰居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07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5#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1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e阿魏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16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兰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ESiqNER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qNER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孜虾青素水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24 广州春生科技有限公司

EBENDOTIR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30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SV海藻水光凝胶润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31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4#土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3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2#阿玛尼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3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薏苡仁泡泡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40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嘉莉氨基酸净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41 广州市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PNR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42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暗香疏影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4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无痕高清蜜粉（3#）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4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无痕高清蜜粉（1#）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5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茉莉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55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6#牛血）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润泽显色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3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润泽显色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龄沁润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5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1#橘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6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润泽显色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6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柔光无瑕遮瑕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7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妆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75
晟妆（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TCOK 丝绒雾面唇釉（3#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7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保湿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8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柔光无瑕遮瑕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8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活力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8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清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8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柔光无瑕遮瑕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8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保湿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富勒烯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3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润泽显色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6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酷黑持妆柔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019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0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泡泡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01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SOULYER苏蜜雅肌透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03 广州雅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生物酵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14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1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1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umm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1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朵蘑菇滤镜美颜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1 广州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Spring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Winter Mini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温和便捷卸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3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魏兰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3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3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3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lyso魅丽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1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yso臻源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2 广州暖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宜 妈咪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3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肤宜 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4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舒畅润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舒畅润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舒畅润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维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维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维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腹部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腹部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腹部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背部臻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芊美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6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6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ur Seasons Eye/Face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6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白茶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84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克龄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85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綵薇堂珍珠皙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86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巧花容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288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美颜润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0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PNR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10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蓁颜水母仿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16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熊果苷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23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虎 牛油果烫染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25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PNR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26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HERBPNR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29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岁佰年SUIBAINIAN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30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源璀璨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34 广州妤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懒蔻 头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39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龄沁润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48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轻凝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轻凝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轻凝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祥德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祥德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39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本黄菊清颜红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0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6789丝柔轻透水光粉底液 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1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水感丝绒轻润CC粉底液 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2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丝柔轻透水光粉底液 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2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一曌坊合和相宣茶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27 广州市合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水感丝绒轻润CC粉底液 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亲恩燕窝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39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依黄瓜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51 广州亿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绝色魅影自动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54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莼昇植萃草本植萃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64 广州聚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6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4咖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4咖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雕刻艺术眉笔04咖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PNR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5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亮颜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亮颜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亮颜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HERBPN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80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KovS羽色如梦极细眉笔03#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83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龄沁润靓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8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Ginse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85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保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保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水嫩保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丽芙  氨基酸舒缓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70495 广州美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评亮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02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一曌坊合和相宣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04 广州市合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羽色如梦极细眉笔04#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11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碧姿肌因凈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2
广州加利诺量子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金纯奢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素美妮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美妮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美妮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变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肌底冻干粉+
舒缓肌底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33 广州致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卡优雅浪漫花瓣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34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柔肤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46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护芳阁护发滋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48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沐梵瑜伽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59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拓客套瀑布雨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6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7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7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洣汤植物洗护液（沐发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7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斯顿轻盈动感润养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78 广州鹏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KovS羽色如梦极细眉笔01#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83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冼榮華植物精华洗发乳（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8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束 凝润恒久气垫修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88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植物精华洗发乳（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9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束 凝润恒久气垫修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94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束氨基酸修护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95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r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70596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束氨基酸修护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5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眼部蓝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盈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盈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婴儿肌盈润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水光无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09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BeautyNew BN钻石逆时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1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1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束深海鱼子精华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24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BAR 生物活性能量修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0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4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臻忆芦荟沁润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忆芦荟沁润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忆芦荟沁润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美夫人焕彩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36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露娜杜鹃花酸精萃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42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45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玻尿酸雪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5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尚姿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66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HALLYU雪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7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7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7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雪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7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焕颜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7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0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蓝格丝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1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4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柠檬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柠檬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柠檬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94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95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698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蓝格丝活力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03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07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Tong Yan水光针精华液（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08 广州和笑生贸易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水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水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水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1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舒缓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17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佳宜桦树汁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2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洋溢生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2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氏JIASHI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3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羽色如梦极细眉笔05#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50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恩纳波尔1号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5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纳波尔1号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5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纳波尔1号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59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纳波尔2号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纳波尔2号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纳波尔2号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魅彩
纤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水光
悦色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3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佳致
双头自动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4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光透
彩魅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恒颜
修容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臻彩
美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6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KABAR 生物活性炫彩修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70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2850畅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78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nkLaboratory 精纯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779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蜗 沁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0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蜂胶水盈亮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1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捷丽平衡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平衡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平衡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金纯奢酿精华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20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臻致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尔蔓 修颜靓采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2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幻米滋润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米滋润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米滋润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5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捷丽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捷丽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 橄榄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 橄榄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 橄榄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海洋活泉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5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vS羽色如梦极细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51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迪尔 丽质平肤冻干粉+丽质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61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安迪尔 花颜养护冻干粉+花颜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62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狄玛士氨基酸轻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70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76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水酿金纯奢酿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7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
多效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78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金纯奢酿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7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精华水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精华水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水光精华水润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8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肌初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86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F格尼芬红豹纹性感颜值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89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烟酰胺亮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哒寡肽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07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水语自然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11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贝爱氏水润驻颜亮采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水润驻颜亮采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水润驻颜亮采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蔓活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18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营养保湿乳液（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23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2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2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2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迷魅丝绒哑光不沾杯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37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曲曼非凡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曼非凡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曼非凡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4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曼非凡净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094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蜗娇嫩净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00
广东宇航人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BEARY TREETY蓓苪树缇宽活精油套盒-
宽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15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BEARY TREETY蓓苪树缇温运精油套盒-
温运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16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BEARY TREETY蓓苪树缇暖源精油套盒-
暖源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17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BEARY TREETY蓓苪树缇腹柔精油套盒-
腹柔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18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LEEJODO 滋润养护套 美肌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21 广州千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UOXI米诺皙肌底修护冻干粉套-肌底
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55 广州元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MINUOXI米诺皙蓝铜胜肽冻干粉套-蓝铜
胜肽冻干粉+美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56 广州元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星洛秀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086
广州星洛秀健康美容有限公
司

植蜜西施 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07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上善堂氨基酸润泽温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10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Kalua Oils-PURE HERBAL EXTRACTS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s-PURE HERBAL EXTRACTS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s-PURE HERBAL EXTRACTS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莼昇植萃草本植萃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33 广州聚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5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3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6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4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43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植蜜西施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47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莼昇植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48 广州聚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水感肌血清蛋白多效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51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SHEMAO奢貌酵母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5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棒棒糖轻薄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棒棒糖轻薄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棒棒糖轻薄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按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7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ZHUANG儒妝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8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逆龄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86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193 广州海顺贸易有限公司

氧发堂木槿草本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06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晶维肽 歧焕果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09
广州晶维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EXIU悦秀芦荟舒缓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12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s-Vanilla Scent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s-Vanilla Scent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lua Oils-Vanilla Scent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ESECRET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32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ospa ROSE PETALS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33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spa ROSE PETALS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33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spa ROSE PETALS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33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CESECRET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37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珞梵轻透四色蜜粉 01轻透淡彩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56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瑰园瑰居五重酵母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66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格丹娜活氧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69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园瑰居胶原微晶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72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7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7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7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8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园瑰居多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83 广州瑰园瑰居商贸有限公司
朵完美芦荟晒后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2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遮瑕修颜丝滑BB霜 01
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21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VAF仙人掌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23
广州大健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芘蔻BOBBYCOME遮瑕修颜丝滑BB霜 02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24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寡肽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28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蔓芝萱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萱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萱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ROER可瑞尔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2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赋活脐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5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小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小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小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水润亮颜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49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睿多吉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6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6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赋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36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莼昇植萃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0 广州聚仁堂医药有限公司
伊凡丽轻松畅尤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轻松畅尤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轻松畅尤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粉红丝带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粉红丝带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粉红丝带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和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和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温和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舒缓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舒缓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舒缓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VESE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37 广州卡维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ACD 无瑕透润气垫BB霜  亮白色 C2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41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血橙光感赋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43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静影沉璧定妆粉饼01提亮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5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静影沉璧定妆粉饼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5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璽洋密罗木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59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禧多滋草本养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6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老之谜净颜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70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丝莉璀璨之吻口红3#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76 广州金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丝莉璀璨之吻口红1#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78 广州金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丝莉璀璨之吻口红2#锦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80 广州金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8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8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8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安答控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83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凹凸密码双眸立体纤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凹凸密码双眸立体纤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凹凸密码双眸立体纤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H DIP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4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0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ACTIVATOR(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1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ACTIVATOR(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1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ACTIVATOR(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1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BRUSH SAVER(4)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BRUSH SAVER(4)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BRUSH SAVER(4)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2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whi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TOP(3)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TOP(3)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TOP(3)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4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PNR白藜芦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54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璀璨双眸眼线液笔NO.2750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璀璨双眸眼线液笔NO.2750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璀璨双眸眼线液笔NO.2750 粤G妆网备字201917156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eiVE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1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润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润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润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马睿多吉草本多效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Q2芊芊玉润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07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 洋甘菊臻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洋甘菊臻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洋甘菊臻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樱花沁润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樱花沁润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樱花沁润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鸢尾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鸢尾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鸢尾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苏露燕窝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苏露燕窝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苏露燕窝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水嫩靓肤调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温润舒缓修护三件套 温润舒缓修
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76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瑞和堂姜根润养套姜根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81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康瑞和堂姜根润养套姜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82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 套-植物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 套-植物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 套-植物草本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修 植物草本舒畅组合套-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16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轻奢舒缓套
盒-蒲露迪思1690轻奢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2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圣颜独魅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
铜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55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LACK 二裂酵母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二裂酵母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二裂酵母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焕颜靓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178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bay 高清定妆粉（G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26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美植兰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30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XDAIR高雅丝绒哑光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31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XDAIR天鹅丝绒哑光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35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YO丝光绚采双拼眼影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派ZHUOPAI去屑止痒洗发露（焗油丝
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68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派ZHUOPAI去屑止痒洗发露（清爽控
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69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ifen芙丽芬芋螺肽抚纹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ifen芙丽芬芋螺肽抚纹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ifen芙丽芬芋螺肽抚纹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柠晨清爽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2 广州悦妆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灵心蔻玻尿酸原液长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心蔻玻尿酸原液长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心蔻玻尿酸原液长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PNR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78 广州壹方科技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橘果皮赋颜焕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885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粉嫩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0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 六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03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高清定妆粉（G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04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藏之源  红景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1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  雪莲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25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蓓昵珂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28
广州瑞思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TCOK 无痕高清蜜粉（2#）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31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熙 富勒烯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34 广州智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GH DIP BASE(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4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BASE(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4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GH DIP BASE(1)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4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芝颜亮肤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54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芝颜保湿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62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yue菲约·燕麦蛋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85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蘇哲勺子伴侣白桦树汁原液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86 广州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曌坊合和相宣侧柏叶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1995 广州市合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ZS酵母补水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0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di保湿润泽晶露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2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保湿润泽晶露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2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捷菲尔 净味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4 广州捷菲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多肽多效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缘-南洋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16 广州黛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圈蜜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纯式青春瞳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31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双效合一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40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41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佰丽纯魅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4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角质净透焕采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47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CCTHEONE水润嫩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51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ELFOND希芳高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53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黰发ZHENFA植萃原浆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54 广州鸿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青春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67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芝秘 小分子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0
广州里美纳通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保湿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1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保湿口红（橘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2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雾面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3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妙龄女孩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磁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青春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91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王妃清盈曼妙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王妃清盈曼妙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王妃清盈曼妙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0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丝炫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08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御颜姬 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青春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33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蓓儿活酵母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34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圈蜜水当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水当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水当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蓓儿肌底保湿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40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1金钗韶
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43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弹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55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修护肌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修护肌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修护肌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发堂木槿草本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66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町町香氛精油泡泡浴盐球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67
广州市上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奈思美 海蓝晶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73
广州歌萘斯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关莹润透亮隔离霜②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7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沪美黄金奢耀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黄金奢耀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黄金奢耀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GOVMS歌薇美丝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1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一曌坊合和相宣侧柏叶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07 广州市合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润补水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润补水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鲜润补水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多肽修护溶酶+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11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净澈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净澈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净澈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小鱼BORN OF LOVE润雾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36
广州抱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迪姿轻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37 广州博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姿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1 广州博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舒男士轻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舒男士轻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舒男士轻妆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花果园仙人掌精油补水清润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花果园仙人掌精油补水清润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花果园仙人掌精油补水清润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4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兰朵酵母冰肌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275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曲线计划纤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5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线计划净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6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臀部青春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臀部青春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臀部青春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思蔻黑裙子香水润肤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24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橙花原水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3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缌俪慕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nura卡丽娜补水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76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立体塑型三合一眉笔（灰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7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立体塑型三合一眉笔（深棕）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238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韩芝蔻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06
广州市生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PO舒缓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10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1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1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1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酷薄砂幻金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19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ZONG植物精华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21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MIDI.立体塑型三合一眉笔（浅棕）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2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峰の韵  胸部舒护套—净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4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胸部舒护套—胸部舒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5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胸部舒护套—舒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6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胸部舒护套—胸部舒韵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7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胸部舒护套—胸部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8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の韵  植物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39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添媄媄颜清肌套-媄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5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potlessAnswer 水光凝时活颜套盒-水
光复合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53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 水光凝时活颜套盒-水
光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54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55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赋活尊享套装悦颜赋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77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草本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草本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草本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舒梵轻盈紧致套装-能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轻盈秀美套-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4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姿紧致草本套-美姿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亮颜套-俏芙堂雪肌亮颜冻
干粉套组-雪肌亮颜冻干粉+雪肌亮颜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雪肌亮颜套-俏芙堂雪肌亮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3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媛霓美莹润修护冻干粉精华套组-莹润
修护冻干粉+莹润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4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多效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多效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多效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邵龄轩致美滋养修护套装-复合紧致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亮颜套-俏芙堂雪肌亮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0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DE-DCD第依富勒烯四重水氧焕颜套组-
富勒烯水漾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32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富勒烯四重水氧焕颜套组-
富勒烯水漾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33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富勒烯四重水氧焕颜套组-
富勒烯水漾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34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富勒烯四重水氧焕颜套组-
富勒烯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35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葆龄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葆龄多肽修护冻干粉+葆龄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5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GEMKEEP 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  寡
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0 广州简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玻尿酸冻干粉组合 玻尿酸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云天唯美青春组合唯美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2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美云天唯美青春组合唯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植水秀多肽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6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人红颜阁植物舒缓暖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6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保湿口红（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0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腹直肌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天绿沉香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78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花颜日记黑珍珠修护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82 广州馥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202#裸杏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8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温养女人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活力舒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春暖花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肩颈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净化清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203#浆果
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204#泡泡
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璀璨润泽炫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205#草莓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VDIED浓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18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芊语蔻活力舒缓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4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索菲魅焕颜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41 广州化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净净化洁净粉刺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43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芙美净净化洁净粉刺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51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馨黛儿净澈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61
广州欧丽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mei大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70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imei橙味大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71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THEONE肤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89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UT发芯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T发芯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T发芯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诗迪娜洋甘菊舒缓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洋甘菊舒缓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洋甘菊舒缓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6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72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吻氨基酸香氛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798
广东禾稻正弘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娇吻氨基酸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799
广东禾稻正弘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焕颜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14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CTHEONE木质馥奇香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20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一惋玻尿酸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24 广州一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雅美院燕窝盈润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雅美院燕窝盈润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雅美院燕窝盈润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安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3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释放鳄鱼油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4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alclum戈仕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48 广州戈仕贸易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65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ZHENM 富勒烯发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67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绿婕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斯克拉细致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83 广州宣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黛珞梵轻透四色蜜粉 02水感柔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90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weimei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97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华特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98 广州普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泊颜珍颜清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89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ei茶树护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04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世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世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世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0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故事蜂胶保湿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0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weimei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4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奥YERSRIO雪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5
广州曼肤特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瀚灵 黄姜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7 广州瀚灵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姬牛油果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19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深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深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深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悦芊秀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芊秀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芊秀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滚珠润体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4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滚珠润体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4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滚珠润体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4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思蔻黑裙子香水倍润柔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4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畲方堂 草本舒缓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树密罗木亮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64 广州氧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莱美维生素水莹安瓶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69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发 酸性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0 广州灵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多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7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白术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88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减弹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9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减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9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ey box懒人每日早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97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蒙安答修护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2998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 艾叶精粹油+益生妍 魅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0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果 轻柔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19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源璀璨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22 广州妤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水嫩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水嫩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水嫩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2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4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53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凡丽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温和舒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婴儿肌滋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婴儿肌滋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婴儿肌滋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IZONG植物净润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85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89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微晶修护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微晶修护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微晶修护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93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XI歌熙抚纹修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097
兰柏氏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圣依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0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婷碧泉盈润清透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清透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盈润清透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芙瑞 润龄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20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媞芙瑞 润龄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20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媞芙瑞 润龄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20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诗佳海藻多效亮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4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5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安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王何首乌草本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6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妃轻羽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78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悦曼妙天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曼妙天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悦曼妙天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LFOND希芳细致亮研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6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H&T瑞士马卡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7
广州瑞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芬优能女人香保湿丰盈卷曲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8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 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视黄醇全脸紧致淡
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1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然 赋活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赋活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赋活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植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植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植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溪蔓越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1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肌因子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17 广州霖美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JUNYISHNEG  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28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蒜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3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大蒜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3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MEI.KA PERSONAL TAILOR多肽保湿焕颜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39
美咖（广州）教育咨询有限
公司

伊肌因子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40 广州霖美医药研究有限公司
格丹娜活氧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45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萃世家鲑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57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萃世家鲑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57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萃世家鲑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57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kive Hokive水润波光唇釉（V101焦
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6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莉亚胡萝卜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63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莉亚胡萝卜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63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莉亚胡萝卜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63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活力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7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活力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7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活力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7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溪芬多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8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溪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8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日记寡肽多效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91 广州馥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美颜保湿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296 广州芬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京秀媚眼卸妆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0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丽慕思多效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多效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多效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琳娜美肤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24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塑妍美肌植萃膜粉+塑妍美肌
植萃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37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渐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43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花渐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51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班益浄胶原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394 广州汇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 水肌缘柔滑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02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征服者阿甘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12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征服者阿甘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12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GEXI歌熙抚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37
兰柏氏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PONLY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LY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LY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EXI歌熙抚纹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40
兰柏氏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莫乐酷乐盐水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42 广州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果 平衡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44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涵小鱼BORN OF LOVE 植萃花水+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52
广州抱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57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爵色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59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一热感凝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6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一热感凝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6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一热感凝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61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森芭罗花萃浓缩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90 广州宝裕化妆品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羊胚胎素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498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ELFOND希芳多肽抗皱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1 广州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溪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果 无暇清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4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秘妍秘红玫瑰红润气垫美颜盒（遮瑕膏
+气垫粉凝霜+腮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5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09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S鲑鱼原力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3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丝魅惑植萃多效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48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益草宜木 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91 广州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源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93 广州妤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 柔光无瑕遮瑕液（4#） 粤G妆网备字201917359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0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迪圣露 柔肤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17 广州诗尼斯贸易有限公司
轩丝美牛油果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18 广州轩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丽封面光感遮瑕美颜蘑菇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23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2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封面焕颜气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33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青春壳聚糖青春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45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丽封面光感遮瑕美颜蘑菇棒(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46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琳 水润透肌微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51 广州真依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ei视黄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58 广州惟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澎皂基香水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澎皂基香水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澎皂基香水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0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牛奶角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3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牛奶角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3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卡乐优 婴儿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68
广州模范堂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雯蔓六胜肽修护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71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隔离素颜出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81
广州科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雾面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82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CCTHEONE小苍兰气质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84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金色陀罗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9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之初鱼子精华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94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润肌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695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夏基因水润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01
广州涵夏基因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阿思蔻黑裙子香氛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1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无瑕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2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CSK烟酰胺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3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烟酰胺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3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烟酰胺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3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DY TIMES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3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QIANYAN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ISH雪依氏 玫瑰水漾亲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3797
广州雪依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多肽舒缓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1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利肤  葡萄鲜活去痘香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2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森芭罗花萃浓缩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32 广州宝裕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觅 净痘嫩滑美肌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4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百觅咖啡嫩滑美肌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4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璞羽立体雕刻眉笔 0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51 广州静然好用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62
广州半花半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分雪离子毛孔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64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羽立体雕刻眉笔 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69 广州静然好用科技有限公司

卓粤传奇·山茶油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74
广东创粤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7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7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7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舒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舒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舒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温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温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腹养温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85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调理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9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调理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9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调理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9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PSANIN鲜润修护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893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优可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永久花眼肌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1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3948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8）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36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9）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37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2）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38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5）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39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6）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40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7）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41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10）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42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57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8）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58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MINISO通森系列可卸甲油胶（07）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59 米尼家居科技有限公司
LDAVDAV滢亮净透臻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83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云朵轻柔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85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DAVDAV肌底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099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EURER轻感裸唇膏 M52 陌唇 粤G妆网备字2019174114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010 初心 粤G妆网备字2019174130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101 适逢 粤G妆网备字2019174131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111 自我 粤G妆网备字2019174156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唯媂草本清润修护套组-铁皮石斛清润
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59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唯媂草本清润修护套组-洋甘菊沁润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60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唯媂草本清润修护套组-眼部净化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61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花之鲜秘匙臀膜套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63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皙焕颜美肌冻干粉套-焕颜美肌冻干
粉+焕颜美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4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舒缓多肽冻干粉套-舒缓多肽冻干
粉+舒缓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5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毛囊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毛孔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九胜肽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立体修护原液套 立体修护冻干粉+
立体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79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逆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80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玫瑰酵素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8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半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8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活氧水分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58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多肽四重雪润亮肤套组-多
肽雪肌滢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13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多肽四重雪润亮肤套组-多
肽雪肌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14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正鳄鱼油金箔多肽修护套装鳄鱼油金
箔修护精华液＋多肽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1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瑶粹  胸部娇韵套—瑶粹胶原保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18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瑶粹  胸部娇韵套—瑶粹娇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19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瑶粹  胸部娇韵套—瑶粹粉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20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38℃真爱密码套组-舒缓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21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真爱密码套组-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2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国色天香套组-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23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莉思多肽黄金线雕套盒多肽青春定格
液+逆龄美颜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28
广州爱莉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001 燃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50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云朵轻柔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51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雪皙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雪皙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雪皙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净化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净化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净化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7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凰中胚多肽修护组合-活性肽修护冻
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690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草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凡丽幸福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幸福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幸福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轩堂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瑟电眼明睛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29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诗薇迩赋活平衡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35
广州市瀚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可娜胶原蛋白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56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景姈雅 姈雅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68
姈雅（广州）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仲景姈雅 姈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74
姈雅（广州）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嘟嘟血橙美颜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77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姿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80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半花半草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90
广州半花半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79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鱼子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5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蔻男仕活力香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63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ve多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66 广州亨咏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Dove多芬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75 广州亨咏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雯蔓精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76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漫叶多肽修护莹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887 广州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01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NNA POMPA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04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嘟嘟之吻持妆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12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语凝星悦妍语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15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计净化植物调肤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2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3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海洋凝时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50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姿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69 广州邦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SGARDE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72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艾诺科尔小分子臻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76 广州皇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果 柔肤素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81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499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水秀胡萝卜滋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04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婕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2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2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2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美妮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33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高山冰川温和卸妆水（便携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3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水润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0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雅馨肌肽亮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依雅馨肌肽亮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依雅馨肌肽亮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opper tripeptid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opper tripeptid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opper tripeptid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美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4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美妮白藜芦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49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美妮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51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植物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55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美妮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61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芝氨基酸活氧清洁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63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美妮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64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美妮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2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凹凸密码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凹凸密码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凹凸密码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Fen Silkworm Wa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Silkworm Wa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Silkworm Wa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herb梵博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79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芊语蔲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87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舒美妮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88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MASK TIME氨基酸洗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90 广州紫善妍贸易有限公司
奥后 婴儿肌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096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造美燕窝烟酰胺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12 广州会安燕贸易有限公司
圈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圈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ESECRET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34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SK酵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3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酵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3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酵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3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5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po蔓越莓金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53 广州市绿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感  液态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5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多肽焕颜亮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6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herb梵博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6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Asiiboo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82 广州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芬立体紧致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9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肽能水嫩滋养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9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肽能水嫩滋养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9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肽能水嫩滋养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19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uccubi星空亮眸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01
广州诗秋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珂斯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21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谜双眼皮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28 广州众尚商贸有限公司
玉娇人充盈水能保湿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31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YANHTNY岚妍逆龄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34 广州罗兰雅心贸易有限公司
活碧泉多肽舒缓盈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3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 晶柔光韵隔离防护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40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清润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48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爆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0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憩美社憩美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娇人深海补水保湿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3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双倍胶原水漾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58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碧泉多肽舒缓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6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唯诺舒缓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69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Sweet magic光感遮瑕CC棒 2号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77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草本精华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碟美蔻玻尿酸冻龄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冻龄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玻尿酸冻龄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6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琳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光感遮瑕CC棒 1号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12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脂粉世家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erumnordic-EYELASH ＆EYEBROW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nordic-EYELASH ＆EYEBROW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nordic-EYELASH ＆EYEBROW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乐贝烟酰胺焕采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64
考拉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RtopR Light And Soothing Activ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Light And Soothing Activ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Light And Soothing Activ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7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Plant Extract Foot Hig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Plant Extract Foot Hig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Plant Extract Foot Hig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753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Suave  y  sedoso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0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Suave  y  sedoso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0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Suave  y  sedoso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0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傲青春壳聚糖蚕丝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11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吻氨基酸香氛多效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22
广东禾稻正弘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九珍堂辣木皇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25
广东九珍堂实业控股有限公
司

暨大元素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29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背部净护套 唤新妍舒导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543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西子秘SHEZIMEY 水润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604 广州新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复颜水润按摩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复颜水润按摩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复颜水润按摩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2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透亮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透亮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驻颜透亮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53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双魅
深邃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93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法缇丽丽晶焕彩花漾美妆八件套-柔色
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794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源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1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源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2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矣微脸修颜尊贵套-微脸修颜冻干粉+
微脸修颜溶媒液+微脸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2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祛痘修护尊贵套-祛痘修护冻干粉+
祛痘修护溶媒液+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3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寡肽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4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紧致提升尊贵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5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保湿水润尊贵套-保湿水润冻干粉+
保湿水润溶媒液+保湿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6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保湿水润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7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焕颜亮肤尊贵套-焕颜亮肤冻干粉+
焕颜亮肤溶媒液+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8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复肽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39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蓝铜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40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复肽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41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暨白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5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白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5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维娅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65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多肽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梦美素颜美肌组合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89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露诗娅奢养弹润青春定格组合-奢养弹
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娅奢养弹润青春定格组合-奢养弹
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娅奢养弹润青春定格组合-奢养弹
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娅鎏光幻变一键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娅鎏光幻变一键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娅鎏光幻变一键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4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嘉美纳米金修护冻干粉组合-纳米金
修护冻干粉+辅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5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星嘉美纳米金修护冻干粉组合-纳米金
修护冻干粉+辅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5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星嘉美纳米金修护冻干粉组合-纳米金
修护冻干粉+辅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5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安瓶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6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安瓶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6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安瓶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61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浓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6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malab多肽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71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玛丽封面焕颜气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76 广州美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寐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83
广州市彩层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L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9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vS 珍珠美人鱼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94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B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9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B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98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S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5999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S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0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B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0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L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0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K沁润双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09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瑷诗薇迩赋活平衡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12
广州市瀚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碧泉多肽舒缓盈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1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奢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奢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寡肽焕活奢润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2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alab六胜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24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雯蔓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26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yueEra樊悦时代焕彩蛋白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33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卡苏米星光耀眼浓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3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苏米魔棒电眼极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3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之爽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樊悦时代幻彩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57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THEROSESHOP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6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之爽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清之爽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惜颜   自然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84 广州华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4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9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406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9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4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609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4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龄睛彩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2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克龄沁润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PIAC丝绒哑光唇彩 405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龄洋甘菊赋活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6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Clamalab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18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亚蒂丝尔面膜+草本焕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42 广州清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婕斯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53
广州美婕斯文化传媒有限公
司

亚玛迪南瓜情调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55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维E盈润护手霜（挚爱）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6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维E盈润护手霜（唯一）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73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施乐贝六胜肽初颜冻干粉+初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74
考拉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F.R.C维E盈润护手霜（永恒） 粤G妆网备字201917617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民黛颜多肽臻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03
全民黛颜（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科兰多效修护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40 广州市韩雅科技有限公司

莱施乐贝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47
考拉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沪美 竹炭净透清洁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竹炭净透清洁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竹炭净透清洁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蔻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白松露精油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玻尿酸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玻尿酸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玻尿酸血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清滢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清滢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清滢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诗血橙光感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62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轩蓝琳光感无暇润色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64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施乐贝六胜肽紧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69
考拉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肤蔻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7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仕美花漾焕肤弹润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8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琪仕美血橙精华嘭嘭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90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水漾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凝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凝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凝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陈杏林春 四季花草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1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朵芙积雪草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朵芙积雪草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朵芙积雪草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AW多肽焕活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50
缔至美（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瑷诗薇迩富硒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58
广州市瀚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透皙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透皙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透皙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憩美社憩美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透皙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透皙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水氧透皙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爱美日记玻尿酸爆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38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石山本草 自然为本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0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13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malab富勒烯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14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瑞俪牛奶香氛控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16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滴恩美焕颜活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17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俪牛奶香氛嫩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28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a2PLATINUM山茶油润唇膏（香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29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奈絲莱斯 水光透亮焕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50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R.X寡肽修护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X.R.X寡肽修护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X.R.X寡肽修护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丽舍玫瑰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6
广州花沛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优雨微艾草滋养洗发露（清爽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7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 雪莲花亮透光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寡肽烟酰胺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89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瑷诗薇迩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91
广州市瀚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祥德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9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雨微生姜修护洗发露（丝滑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6498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alab多肽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02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贝兰妃黑海盐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0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姿莉寡肽舒缓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23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ZYO昕姿·源素颜女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2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可娜角蛋白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33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玛蒂莎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4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野人森林美肌润纹修护液+野人森林美
肌润纹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55
广州野人森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野人森林水漾充盈修护液+野人森林水
漾充盈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57
广州野人森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花萃水漾澎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6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牛奶香氛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65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ZD粉嫩润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66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草道酸碱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爱婴幼儿山茶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0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滴恩美焕颜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1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绿茶洁颜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颐草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肌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草道酸碱酵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舒活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81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完美六胜肽紧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8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肌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肌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肌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韩诗律 皙颜优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0 广州市美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净透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净透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净透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净
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净
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净
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细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细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细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5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肤
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肤
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雪肤
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水氧活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净化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黛梦人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27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olabefu朵菈蓓肤白莲轻呼吸无暇防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恩美焕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3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2PLATINUM山茶油润唇膏（樱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7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靓肤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靓肤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七清三养课程-妙颜靓肤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瑞俪赋活亮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50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善祥德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5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诗科林舒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65
广州市美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2PLATINUM山茶油润唇膏（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71 广州呦呦贸易有限公司
闪钻水解胶原懒人霜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7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贝可柔嫩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74 广州梦凌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水森林水凝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7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润肤蔻钻石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81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697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07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霖兮烟酰胺焕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0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18COLOR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18COLOR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18COLOR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21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27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YOO无暇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31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3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37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工坊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44
广州市艾工坊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泊颜 肝素钠透皙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肝素钠透皙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肝素钠透皙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58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碟姿堂玻尿酸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68 广州希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水漾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69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立体魅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马油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7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丝炫 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78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靓肽
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靓肽
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雪肌靓肤课程-妙颜靓肽
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素颜贵族玻尿酸素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86
广州市大拇指国际商贸有限
公司

SHUOSHI硕世潮流终结者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89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3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3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3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丝妮纳多肽活氧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妮纳多肽活氧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妮纳多肽活氧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795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iigee喜戈花青素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0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伊零依苹果提取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10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妮纳仙人掌活氧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1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妮纳仙人掌活氧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1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妮纳仙人掌活氧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13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千色域美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36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蜜卫士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39
欧米（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姆本迦富勒烯氨基酸泡泡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42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OSHI新柏林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44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蓝色香芬 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45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硕世恶灵速干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63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净透细致课程-妙颜清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艾蕊雅修护原液+修护菁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4
广州嘉益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OSHI网红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6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鑫姿源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7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麓小屋水勿语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2 广州市逸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蕊思茶树净肤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3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壮易棍臻焕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4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枫琳美植萃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植萃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植萃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蕊思茶树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88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芙蕊思茶树净肤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90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芙蕊思茶树净肤焕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91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枫琳美植萃膏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植萃膏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枫琳美植萃膏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6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怡然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00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香芬 垂顺质感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01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110 超越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10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娇洛诗石墨烯胶囊时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14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一苹果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22
广州慕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温妮泉冻干粉水嫩保湿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26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苹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32
广州慕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淑一苹果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33
广州慕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ISLEY纪思黎菊苣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42
纪思黎（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肤者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4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4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玻尿酸水润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壮易棍臻舒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55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DLS多肽蛋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5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新雪莲精华多效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67 广州恋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者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NNA POMPA氨基酸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69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爱馨堂草本能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6971
广州金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肤者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0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壮易棍臻清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06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蛋白肽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10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VIEVDIED立体光影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11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爱肤者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3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seeLife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血橙凝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seeLif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0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柔润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67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肤宝多肽修护弹力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1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seeLife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4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seeLife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eeLife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夜肤宝酵母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7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肤宝多肽弹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美颜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79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蓓爱婴幼儿山茶油防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199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Not4U清新舒缓面部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285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2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2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粉红关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2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奢钻雾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3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光定焦粉饼 020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44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malab六胜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51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慕雪清颜暮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暮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暮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7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卡薇蜜 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9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薇蜜 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9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薇蜜 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39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诗薇迩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05
广州市瀚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痘研冰爽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15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DR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17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芙美 黄金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芝荟 焕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2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光定焦粉饼 010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33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莉寡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43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羊支露紧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4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兰炫  莹润美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5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碧泉血橙水漾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5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RER小高调本色口红 I100 无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64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黑玫瑰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66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芒果牛奶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芒果牛奶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芒果牛奶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皂基珠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皂基珠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皂基珠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4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LOHIM依罗心氨基酸醒肤活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02 广州烁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ELOHIM依罗心氨基酸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08 广州烁珏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Dove多芬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10 广州亨咏旅游制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鱼子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鱼子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鱼子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海洋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海洋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海洋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媞妍娜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30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润养沁透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79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富勒烯小灯泡精华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581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轻透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轻透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轻透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恒气堂舒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4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气堂魅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6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寐陌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07
广州市彩层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水嫩苹果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缩氨酸透明质酸明眸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缩氨酸透明质酸明眸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缩氨酸透明质酸明眸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臻美素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3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圣欧兰黄金幻彩凝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幻彩凝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黄金幻彩凝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魅莱净颜水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魅莱净颜水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魅莱净颜水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5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虾青素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虾青素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虾青素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舒润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SOULYER苏蜜雅柔皙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4 广州雅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晶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晶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水凝晶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嫚深海藻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67 广州黛娥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JERVIS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RVIS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RVIS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7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KY金卡娜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淑蜜海藻小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4 广州威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YANZHKONG柔光轻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695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蔷薇精油香氛柔顺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07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颐堂草本养护粉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1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乾颐堂草本养护粉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1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RM白天鹅柔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18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月迷露 净肌清爽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2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月迷露 净肌清爽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2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月迷露 净肌清爽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2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乾颐堂草本养护粉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2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玫瑰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2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复活草紧嫩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复活草紧嫩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复活草紧嫩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妍璀璨玫瑰光亮气垫美颜盒（清透遮
瑕膏+气垫粉凝霜+焦点高光凝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32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与谦寻焕肌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0
广州贝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ECS GARDENIA燕麦胜肽赋活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茯苓颐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四海京菓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四海京菓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四海京菓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茯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草集青春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7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水语自然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82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佳人香集茯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8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芙美 密罗木锁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79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水语自然亮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10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佰递康 草本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1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黄金嫩滑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22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气堂舒展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24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养之道 艾草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31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芈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3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永久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2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江丹捷斯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3
广东容氏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江丹捷斯富勒烯焕颜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5
广东容氏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多九如永久花眼肌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6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江丹捷斯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7
广东容氏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芈氨基酸轻盈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4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轻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邂逅美肌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生姜原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2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生姜原液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格丽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格丽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格丽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rrmil小芈 粉嫩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62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粤传奇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63
广东创粤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梵瑟烟酰胺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67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黄金多肽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蔻本菁华平肤细润修护套-平肤细润修
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2
广州鑫玉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本菁华平肤细润修护套-平肤细润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3
广州鑫玉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矣魅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4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寡肽修护套组-寡肽修护冻干粉+寡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5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复肽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6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多肽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7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复肽活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8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水光玻尿酸套组-水光玻尿酸嫩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79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抗皱修护尊贵套-抗皱修护冻干粉+
抗皱修护溶媒液+抗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80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珂矣复肽活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81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百芷集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85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缇娜富勒烯微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
勒烯微肽修护冻干粉+富勒烯微肽修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86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妤菲逆龄精致眼部套逆龄精致调膜液+
逆龄精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89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逆龄精致眼部套瞳科鲜活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90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逆龄精致眼部套鲜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891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太岁焕颜美肤套—液如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0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草太岁焕颜美肤套—液如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0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玳天骄奢润焕颜组合  奢润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1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赋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赋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胜肽彩虹焕新安瓶精华液组合 
胜肽赋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1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菲泉养源温润组合-养源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19 广州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23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ige玻尿酸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30
广州一光年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可爱萌宠猫爪眼影 （L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4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色之谜金豹美颜精华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58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递康 舒润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佰递康 舒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佰递康 美肤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佰递康 美肤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涵臻美清新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清新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清新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6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D.V.V小魔方水润防护隔离BB霜-柔紫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7970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妮 绿藻紧致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68 广州宠妮商贸有限公司

恒气堂魅丽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72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可美 水润轻透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7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气堂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77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MIS 橘子霞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79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恒气堂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85
广州恒气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碧泉深海褐色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86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ANMIS 海风徐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89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NMIS 雨后柠檬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0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NMIS 夜幽牡丹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1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NMIS 流浪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2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涵臻美素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0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XHCM多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21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代·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3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乙新美学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33 广州乙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MASK TIME多肽赋活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41 广州紫善妍贸易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肌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肌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肌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欧佳兰神经酰胺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4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佰俪媛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阿本牡丹焕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QIANYAN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代·美玻尿酸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6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臻美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可卡可娜记忆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2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良优品  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  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1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美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美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颜水光透皙课程-妙颜美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HUANGPINTANG古梵迪冰爽清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4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清透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清透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清透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九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海堂肌底修护溶媒液+肌底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2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泊泉明肌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3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夏光感亲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8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夏光感亲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8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夏光感亲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8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夏光感亲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18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年代VC冻干粉升级装-VC冻干粉+VC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23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植物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3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sln富勒烯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3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3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苹果干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3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佳兰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41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msln寡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4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晨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4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l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4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安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安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安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寡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晨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5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佳兰烟酰胺塑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56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嬌瑪仕赋颜沁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YAN焕颜靓肤冻干粉+焕颜靓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焕颜靓肤冻干粉+焕颜靓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AN焕颜靓肤冻干粉+焕颜靓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补水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补水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补水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 烫染后修护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7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雅貌活颜嫩肤酸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82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面部醒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8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臻美草本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草本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草本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2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xinyi馫逸芷柔身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22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養頤古芳 润颜美嘉植美套-魅眼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3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養頤古芳 润颜美嘉植美套-润颜鱼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4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養頤古芳 润颜美嘉植美套-润颜洁面慕
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5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胶原蛋白套-倍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胶原蛋白套-面部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胶原蛋白套-面部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7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源堂调理系列套参檀活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0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调理系列套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1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至尊系列套装黄金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2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至尊系列套装参茸玉露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3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调理系列套参檀活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4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调理系列套草本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5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至尊系列套装参茸玉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6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ZYO昕姿·源VIP尊贵套装-水光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ZYO昕姿·源VIP尊贵套装-鱼子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妍多肽焕颜冻干粉套盒-多肽焕颜祛
痘冻干粉+焕颜祛痘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89
广州祺格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妍多肽焕颜冻干粉套盒-多肽焕颜修
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390
广州祺格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致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致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致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赋活精华套盒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后肩颈肌肤舒缓护理套盒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樊文花透明质酸保湿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0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涵沐梵瀑布雨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25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舒缓莹润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26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30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32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34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
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35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源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绣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绣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绣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人香集颐养调理套组-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蓝铜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5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后氨基酸氧气泡泡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6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清透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6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浵妍婴儿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浵妍婴儿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浵妍婴儿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4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妤姿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1
科玛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硕世轻奢塑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2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e∣m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e∣m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e∣m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ZHISU 传明酸早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09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草本清肌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16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owse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17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夜间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夜间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夜间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菲妍身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52 广州天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哲烟酰胺贝壳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75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inePim柔润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585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植萱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06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童颜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42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童颜酵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46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彩润肤保养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51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颜靓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54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杏仁雪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植物洁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抚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透明质酸补水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DZV妈咪滋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7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V粉椰子双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68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pie rouge魅眼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0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e∣m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e∣m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YM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四天胶原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四天胶原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四天胶原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斯贝儿美滋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7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美幻雅净透亮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85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肌源烟酰胺亮颜次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8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芳丽亲肤净透亮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8689 广州百芳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睛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睛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妙眼明眸焕彩课程-妙眼时光
睛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No Brand To Me玻尿酸紧致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5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3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俏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帝玫瑰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1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1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1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MEIQIJI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2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VVX石墨烯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77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纤细三角芯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80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iu diu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81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93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拉线扁椭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78795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颜靓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04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动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雨娃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葲紧致修复肌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乙酰化透明质酸植物珍萃水护新
肌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4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玻尿酸补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水润嫩滑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水润嫩滑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水润嫩滑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1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婕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月宫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乙酰化透明质酸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1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祖啦乙酰化透明质酸清滢粉色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2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葲雨娃娃修护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工坊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5
广州市艾工坊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馥若纯竹炭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竹炭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竹炭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雪金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0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迪尔 媚眼紧致冻干粉+媚眼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2
广州黛颜健康医疗产业运营
有限公司

玉嬌人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嬌人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嬌人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薄荷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薄荷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薄荷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玫瑰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巧克力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巧克力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巧克力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薇媤红石榴水嫩奢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50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馥若纯樱桃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樱桃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樱桃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玫瑰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士绮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 2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1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嫚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瓦伦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伦舒缓亮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嬌人草本祛痘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嬌人草本祛痘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嬌人草本祛痘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净软化粉刺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6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肤士绮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 1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8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嫚薰衣草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薰衣草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薰衣草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熊果苷清肌亮颜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熊果苷清肌亮颜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熊果苷清肌亮颜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玉润滋养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滋养保养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舒缓按摩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肌活能量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7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草本养护膜粉Ⅰ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舒安悦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88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滋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滋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滋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盈润舒缓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盈润舒缓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盈润舒缓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皙嫩亮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皙嫩亮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烟酰胺皙嫩亮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净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23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MEDICAL BEAUTY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礼
盒-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34
广州轻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舒柔控油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39
广州市艾薇欧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傲林美凯水漾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58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貌蜂王浆焕颜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65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果 细致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73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岁佰年SUIBAINIAN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78
广州岁佰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nSinea 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 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 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8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水光素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水光素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水光素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89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 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草本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草本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 草本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LLORAIN美乐芮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19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淳思冰川泥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22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焕享童颜烟酰胺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2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享童颜烟酰胺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2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享童颜烟酰胺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2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清透皙润水光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皙润水光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透皙润水光素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庄烟酰胺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4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叨真我不妆素颜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48 广州感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俏丽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5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牛奶香氛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63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雾感持妆扁三角眉笔#03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64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高蕴氧气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氧气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蕴氧气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千画浪漫邂逅香氛沐浴乳（经典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88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净澈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08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orherb 梵博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12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珍珠精萃水润嫩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雾感持妆扁三角眉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雪玑秀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小灯泡童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3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臻美素颜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万通合一  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29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光感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36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蓝佧皮肤修护冻干粉+肌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43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若纯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芙澜悦活精粹修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貌净颜按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1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EAOUSS海藻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海藻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海藻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千画魅力经典香氛沐浴乳（阿玛尼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84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舒柔舒爽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85
广州市艾薇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六胜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8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清肌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89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上善堂皙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194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msln臻粹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0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臻粹净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1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臻粹净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1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愉生轻薄弹润蘑菇头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15
广州臭皮匠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

憧尚燕窝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16
广州驻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t4U深层保湿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26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花千画蓝色恋情香氛沐浴乳（真我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27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妆玫瑰精油环保撕拉水甲彩芥末黄12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38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久九度强韧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43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舒柔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50
广州市艾薇欧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善堂水润蓝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51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FansyLocket梵兮之匣 法老之眼单色眼
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1
广州有容有样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莲花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轻薄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轻薄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轻薄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电眼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电眼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电眼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6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闺蜜卫士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71
欧米（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桑忠佳烟酰胺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73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润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3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臻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4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净化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5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舒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6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舒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7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壮易棍臻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8
广州易合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蓝佧草本醒肤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89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雅美姿 清润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 清润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 清润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 盈润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 盈润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 盈润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29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9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7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4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己安肌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5
广州悦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08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己安肌补水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7
广州悦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珂浦生物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8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8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08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貌鲜活水润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13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丽雅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沐丽雅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沐丽雅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弗雷德博士   紧颜修护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41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上善堂皙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0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提亮肌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7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harm Eye Boos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Eye Boos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Eye Boos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Eye Booster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5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dratant Pow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dratant Pow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dratant Pow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dratant Pow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肌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harm BODY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BODY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BODY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BODY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6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露娜倾慕亮颜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72 广州三巧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睛灵持久精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7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红花冰肌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84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丝倩凝润滋养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90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丝倩滋养修护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94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水润晶透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9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QQ水光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399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西铂去屑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0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3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涵臻美素颜美肌霜(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Tidooshop觅迹寻踪存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08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江丹捷斯富勒烯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23
广东容氏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xilan艾希兰黑灵芝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25
广东艾希兰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玛思红激吻红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31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飞鱼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32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VEEDEE墨角藻净肤水润洁面膏（0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33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黑皇后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34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凝shangning雪纱丝柔防护妆前乳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40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兰歌雅香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4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梵熙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活力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肩颈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梵熙 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肌透亮滋润马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透亮滋润胶原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5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透亮滋润手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63 广州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68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69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70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涞淇儿黑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7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涵玻尿酸补水莹润套盒-玻尿酸水感
轻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7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悦诗积雪草焕颜亮肤套装-积雪草靓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81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康悦诗积雪草焕颜亮肤套装-氨基酸洁
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79482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暨白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0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悘美康多肽精华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
精华修护冻干粉+多肽精华修护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04 广州准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恩美焕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06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恩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07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恩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08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恩美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10 广州滴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鳯天凰女美肤焕颜套盒-美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22 广州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鳯天凰女美肤焕颜套盒-美肤焕颜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23 广州涧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2#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2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4#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3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5#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4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5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3#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6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哑光口红 006#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47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水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1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臻萃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2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植物养发套装--温泉泥深层滋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3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套 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5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翌美翌爱脸部焕颜净肤套盒玉肌雪颜靓
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65
广州易美易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翌美翌爱脸部焕颜净肤套盒玉肌焕颜净
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66
广州易美易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翌美翌爱脸部焕颜净肤套盒玉肌雪颜补
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67
广州易美易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烟酰胺晶透臻皙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69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烟酰胺晶透臻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0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1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2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3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透亮隐形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透亮隐形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美皙透亮隐形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4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光感透亮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光感透亮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美哲驻颜透亮套-光感透亮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肤莱星时空青春套装—青春精华液+
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6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莱皙玻尿酸舒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7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美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78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鲜秘匙腹膜套精华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0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鲜精华液3#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1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活力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活力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活力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身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净肤修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00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密集精萃
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0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密集精萃
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0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密集精萃
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0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兰歌媚香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82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觅迹寻踪寻觅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84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8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8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8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觅迹寻踪浮生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90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觅迹寻踪自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95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idooshop觅迹寻踪破晓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696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金泰康生姜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0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金泰康生姜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0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金泰康生姜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0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YIMEIQIJI角鲨烷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1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珂薇媤红石榴水嫩奢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17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珂薇媤红石榴水嫩奢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18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珂薇媤红石榴水嫩奢宠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19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兰妮娅鲜活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20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esert Rose Bake Eyeshadow / 
Bronz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ert Rose Bake Eyeshadow / 
Bronz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ert Rose Bake Eyeshadow / 
Bronz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号主义 清肌鲜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2 广州一恒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时光猫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5 广州果果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猫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57 广州果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奵 男士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73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仰妍漫妮小气泡控油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88 广州巴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琥珀轻盈水光气垫霜 #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9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烟酰胺新生亮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9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沁水亮颜持久粉底液（T台款）
#01白皙红润

粤G妆网备字201917979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琥珀轻盈水光气垫霜 #01#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0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淇玲臻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09 广州昌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沁水亮颜持久粉底液（T台款）
#02自然红润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1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泊颜珍颜透肌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21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方水源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27 广州博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皮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49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慕雪清颜 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 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 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益媛熙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8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媛熙青春水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83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鸣诚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8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诚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8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诚香氛多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8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奵 男士洁净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892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美滕果精华呵护口红（Brick 
Red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03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   素颜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04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雅貌石墨烯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05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水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1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春天美滕果精华呵护口红（Coral
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15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女优胸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2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泊颜 珍颜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2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OSHI椿岛日系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28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朗诗曼保湿亮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2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臀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3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诱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36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里如魅拉海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38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花蕊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4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雅美姿清新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清新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雅美姿清新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活力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5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onia Hall 臻致修护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53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采宥草本净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57 广州市快销贸易有限公司
知行云伊血橙高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monia Hall 保湿焕亮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67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LLYU韩妤七彩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7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韩妤七彩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7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韩妤七彩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7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LLYU韩妤七彩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7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遇见香薰浪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8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遇见香薰优雅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84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遇见香薰蜜意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86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薏菲芦荟健康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88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里如绒绒丰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89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柔情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九樱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九九樱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九九樱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艾薏菲芦荟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6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Begelllain 靓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靓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靓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799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XIQIANJIN喜千金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1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XIQIANJIN喜千金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1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XIQIANJIN喜千金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1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26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玻尿酸莹润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3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光感持妆粉底液-自然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36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花蜜亲肤矿物定妆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40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炫黑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4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如挺劲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59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MYTH妃诗婷柠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6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丽菲迪克 富勒烯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6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HURROW杉若花蜜亲肤矿物定妆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68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九度氨基酸平衡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70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淇玲臻颜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74 广州昌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淇玲臻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89 广州昌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媛熙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09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14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URDROPS小时滴光蕴透亮原液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15
国丽（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朗诗曼 腰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1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足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2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背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2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控油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2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己安肌焕颜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1
广州悦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雅貌烟酰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2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水亮弹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水亮弹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血橙水亮弹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山茶籽原浆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5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气垫CC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38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仰妍漫妮小气泡去角质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45 广州巴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5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娇颜饰色妆前隔离霜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5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娇颜饰色妆前隔离霜 03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补水焕颜龙血精华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黛颜燕窝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7 广州林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6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姬蓝风铃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190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TQQ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01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佰轩堂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0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精纯皙颜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韩惑海藻补水达人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1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秋色娇颜饰色妆前隔离霜 0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佰俪媛净透柔和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净透柔和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净透柔和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韩惑苹果肌柔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2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V.V小魔方水润防护隔离BB霜-高光妆
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33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种颜色鎏光美肌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42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TQQ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246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REEMYTH妃诗婷保湿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21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诗婷帝兰弹润隐形连体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3 广州市米美广告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透轻薄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透轻薄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透轻薄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莹润晶透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IANO奇姬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7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维一热感舒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一热感舒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一热感舒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8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酵母卵壳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薄荷叶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42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薄荷叶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42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薄荷叶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42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薄荷叶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42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氨基酸晶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4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控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色娜娜蓝莓补水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蓝莓补水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蓝莓补水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寐陌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58
广州市彩层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变色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6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公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6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71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7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7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思冰川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75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人鱼姬（新）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7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妮丽姿七日之恋七彩星斯唇膏-七支
装-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深海鱼子酱精华补水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莱雅VC甜橙爽肤水(补水·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VC甜橙爽肤水(补水·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VC甜橙爽肤水(补水·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8038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健 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0400 广州爱丽健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雪莹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599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卡姿逆龄修护冻干粉+逆龄修护精纯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07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唇纷芍药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芍药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芍药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莱氏 活颜悦色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14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精萃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21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赋活美肌樱花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22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思爱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27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酵母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35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松藻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40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酵母水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50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酵母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52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RDRD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53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酵母水光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54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仕美轻薄控油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60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草道美臀温润黄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6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6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小灯泡精华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67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致柔雾粉底液 （1W1暖
象牙）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7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WS·PALACE 滋养修护活性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74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赋活美肌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79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美肌静好修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8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胜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92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水润紧致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9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植秘宛童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94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植秘宛童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95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狂爱精纯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0898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净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净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娇精粹净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熊果苷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07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 生姜健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13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培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培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培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方水源石墨烯养肤亮颜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20 广州博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脈康温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23 广州瀚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皙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3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e21眉毛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35
广州铱廿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虎  牛油果烫染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36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茹懿抗痘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46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
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
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腹部草本精华套-精华油+植
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8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肩颈滋润草本植萃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9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肩颈滋润草本植萃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9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 肩颈滋润草本植萃套-精华油
+植萃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9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珂矣肌因修护套组-肌因修护冻干粉+肌
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0997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唤新妍 颈部净护套 唤新妍颈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02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DR·HENG YI岩衣藻焕肤亮颜套岩衣藻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岩衣藻焕肤亮颜套岩衣藻
调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岩衣藻焕肤亮颜套岩衣藻
亮肤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菩提花充水深润套菩提花
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7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菩提花充水深润套菩提花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菩提花充水深润套菩提花
润肤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2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菩提花充水深润套菩提花
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3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菩提花充水深润套菩提花
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3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TEAN 舒亭畅清赋活套-畅清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48
弘悦健康管理咨询(广州)有
限公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6#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89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5#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0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4#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1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2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3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丝绒哑光口红
唇线笔套装-丝绒唇线笔 0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4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舒养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舒养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舒养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芙蔓养护系列套-蕴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0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雪花焕肤套装-莹润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浏梓萱纳米童颜净肤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净痘平肌调理套平肌净化
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0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丽熙SOD多肽修护冻干组合- SOD多肽
修护冻干粉+SOD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18 广州欣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arla多肽紧致修护系列-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25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立美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3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四叶草多效营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4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樂福慧善赋活平衡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43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丹芙诗尼瑞草奢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48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致柔雾粉底液 （2W1大
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56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萃粉色之恋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62 广州天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松藻补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7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精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74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精萃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75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精萃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76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清透净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182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ALN富勒烯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03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IPSANIN素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09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持久防水眼线液笔 （蜜粽）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1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DK透亮补水精华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29
广州安佳倍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丹芙诗尼界面净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3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胜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37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sk1in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44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芙诗尼界面净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51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植秘宛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55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雪莹靓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63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盈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6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73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润颜肤宝植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74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植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74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植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74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胜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79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UYELS茶树平衡清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8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四谛堂 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92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ZD舒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95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捷护美·姜萃温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298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植秘宛童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14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ellens 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30 广州原本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界面净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3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界面净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37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胜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41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肯祛屑舒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47
林肯网络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EGOCI持久防水眼线液笔（酷黑）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48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素兰  金典滢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49 广州兰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54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颜春吉颜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55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 Gurney刺梨VC滋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58 广州梵戈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YELS茶树平衡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6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 FU SHI NI烟酰胺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79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388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宜轻松畅尤老姜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03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宜轻松畅尤老姜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03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宜轻松畅尤老姜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03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植秘宛童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7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OWEVAN 舒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 舒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 舒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UYELS洋甘菊修护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1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之源  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2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千画玲珑璀璨香氛沐浴乳（小苍兰香
型 ）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28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都血橙精华嘭嘭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31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琪仕美润色丝滑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35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知言  酵素洁面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37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净护调理二合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4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净护调理二合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4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净护调理二合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4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花卉美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4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世欧美肌焕颜套盒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63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EEMYTH妃诗婷温和生机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6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九归堂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归堂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归堂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酵母透亮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酵母透亮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酵母透亮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戴芙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00 广州三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臻美臻萃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04 广州港臻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赋活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19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妮思 MEINISI 蛋白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20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营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营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营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欧束 多效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34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眼部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3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贵坊温润艾养舒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4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Despejen el petrole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5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Despejen el petrole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5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Despejen el petrole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59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卉果 无水新鲜面膜(深层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65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黄金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6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慕雪清颜慕颜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Fresco y fresc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73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Fresco y fresc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73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gloriental Champu anticaspa 
Fresco y fresco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73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致柔雾粉底液 （2C1柔
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7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本牡丹焕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85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凯膜清滢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86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双头眉笔02气质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81595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0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尼雅魅力明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06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缌俪慕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黑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2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睐守至 肉桂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26
广州中药世家研究中心有限
公司

Vesik唯丝珂发丝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30 广州唯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盛源康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盛源康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盛源康舒缓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诗语琴植物草本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46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臻美臻采焕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55 广州港臻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美康苗家佰草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56
广州大人物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道一 香益静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益静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益静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谦与谦寻焕肌智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65
广州贝加尔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金逆年龄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68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彩日常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82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逆年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86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肤草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69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素坊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安奈瑞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安奈瑞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安奈瑞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清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血橙烟酰胺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4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熊果苷嫩肤晚安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4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SSTIYA晶澈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45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黛斯丽丝真爱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5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真爱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5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斯丽丝真爱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51
广州市柔诗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易肤草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 多肽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1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惊艳炫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钻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钻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钻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6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舒缓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7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7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美肌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7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倍感滋润动力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8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活氧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9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修护舒纹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94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普瑞斯·菲恩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797
广州美美汇健康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俏乐美QALMA 海藻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16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乐美QALMA 黄金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18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庄严轻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20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美一刻 发质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29
广州融创汇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易肤草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3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黄芪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33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肤草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3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富勒烯玻尿酸精华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47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晳烟酰胺水光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48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MME保湿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65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紧致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7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sln臻粹净透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8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PO柔光持妆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95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禾真 美丽伊谷草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899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XIACLEAN夏纯珠光焕彩多效BB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09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4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芙妃水漾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6
广州欧芙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眯眯眼修护活性肽冻干粉/修护活性肽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8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合丰堂舒然清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舒然清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舒然清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尔莉清滢修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34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富勒烯塑颜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4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眉博士唇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46
广州市锦绣狮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眉博士眉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48
广州市锦绣狮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肌诗伽 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5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5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瑞虎 橄榄油莹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59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仟草美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艾美仟草美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艾美仟草美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7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脈康净化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73 广州瀚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姬蔻深海绿藻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7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姬蔻深海绿藻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7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姬蔻深海绿藻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7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迷情豹色炫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8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晶钻雾面丝绒口红520真爱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9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msln臻粹净透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199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1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 多肽幼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3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光感变色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4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玛泰姬眼鉴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46
广州卡玛泰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皙美逆龄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雾面丝绒口红678红棕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5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维生素E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59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腹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腹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腹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玫瑰花瓣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玫瑰花瓣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玫瑰花瓣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芮   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芮   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芮   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雾面丝绒口红999玫瑰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8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A.M.G暮光蘑菇嫩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9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陈小果养肤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果养肤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小果养肤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叶草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1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诗伽 烟酰胺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1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淇淋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淇淋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淇淋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辰国际逆时润肤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3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润肤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3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润肤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3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 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3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容颜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39
广州尚容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茹懿香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2170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滋养赋活套组-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2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滋养赋活套组-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2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滋养赋活套组-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2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 204#泡
泡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8226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知吻植物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2267 广州睿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俪美妆植物定妆修护套装-植物定妆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8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红模多肽修护补水焕肤套多肽舒缓修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83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模多肽修护补水焕肤套多肽静肤紧致
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84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肤莱星时空青春套装—亮颜美肌水润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87
广州修肤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養頤古芳 润颜美嘉植美套-润颜修美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88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DR·HENG YI皮膜舒肤调理套皮膜修护
冻干粉+皮膜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9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皮膜舒肤调理套舒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9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皮膜舒肤调理套皮膜修护
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9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皮膜舒肤调理套皮膜舒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9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净痘平肌调理套清净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49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3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3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3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4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4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妙恩斯童颜逆龄套-童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24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朵兰莎小分子多肽柔肤组合套-小分子
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42 广州萃品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兰莎轻奢微分子美颜方程组合套-寡
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43 广州萃品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兰莎轻奢微分子美颜方程组合套-氨
基酸保湿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44 广州萃品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兰莎轻奢微分子美颜方程组合套-新
活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45 广州萃品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温养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4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绽放活力如花护理套盒-绽放
活力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50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绽放活力如花护理套盒-绽放
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51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轻润优氧护理套盒-轻润优氧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52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轻润优氧护理套盒-轻润活力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53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欧美肌焕颜套盒多肽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67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
套盒-烟酰胺晶透臻皙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68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熊果苷修护冻干粉组合-熊果
苷修护冻干粉 +熊果苷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熊果苷修护冻干粉组合-熊果
苷修护冻干粉 +熊果苷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熊果苷修护冻干粉组合-熊果
苷修护冻干粉 +熊果苷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最红顔富勒烯美颜组合-富勒烯润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7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红顔富勒烯美颜组合-富勒烯润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7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美丽莫兰迪四季香氛手霜系列-四
季香氛润手霜·春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82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莫兰迪四季香氛手霜系列-四
季香氛润手霜·冬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83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莫兰迪四季香氛手霜系列-四
季香氛润手霜·秋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84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丽莫兰迪四季香氛手霜系列-四
季香氛润手霜·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85
广州鑫佰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59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0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0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秋色晶钻雾面丝绒口红530放荡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0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俏名媛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1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清滢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13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名媛玫瑰精萃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1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猫爪亮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18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轻奢红唇口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轻奢红唇口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可奈儿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4
美莱优品（广州）生物医药
有限公司

芦媛轻奢红唇口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膜清滢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8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轻奢红唇口红 04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2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姿诗妮水嫩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32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瑞虎 皂角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40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颜春吉颜青春氨基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58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还原蛋白酸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59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蓝酮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7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吉颜春吉颜青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81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拉缇娜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普拉缇娜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普拉缇娜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9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KASSTIYA蜗牛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697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上善堂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03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安迪咔 婴儿松花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14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么么孕 橄榄滋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20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玉娇人植物细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32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普吉水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36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颜春吉颜青春秀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44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兰芝水润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47 广州市多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保湿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颜春吉颜青春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50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芮泉安肌修护冻干粉+泊芮泉安肌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51 广州禾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思韵玉润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5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洛诗PHILOS水润焕采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72
广州菲洛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迅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78 广州市迅彤商贸有限公司
艾素坊粒子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粒子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粒子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里如黄金造型发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787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光感震动幼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 草本首乌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 草本首乌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 草本首乌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舒缓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1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 玻尿酸补水修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1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美清透无瑕BB霜 自然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13 广州市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 臻艾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17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 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2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2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美清透无瑕BB霜 象牙白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28 广州市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玻尿酸补水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30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 塑颜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33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仙妮 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39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4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瑞蒎莹润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58
广州瑞蒎净肤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若  冰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64 广州娇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莹润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6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盛世颜密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7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月仙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2883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DEERE情怀探险家十二色眼影盘
（04冰狼）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16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BELLA DEERE情怀探险家十二色眼影盘
（03鳄鱼）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18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2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安肤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43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君颜-燕窝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之美植萃安养氨基酸护理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52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美堂美肌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55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安肤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6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姿泊颜珍颜烟酰胺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9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2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种颜色鎏光美肌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03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迪瑞 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0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鸿卓 洋甘菊小蓝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19 广州颐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 203#浆
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2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润泽丽人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26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补水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4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50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玻尿酸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6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3枫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62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6樱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6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水冰莱鼻子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鼻子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鼻子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7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4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0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1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1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6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5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10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6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7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7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9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88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91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5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95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 205#草
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9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08 粤G妆网备字201918309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星愿胶囊口红61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02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雅妆迷迭香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迷迭香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迷迭香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玻尿酸补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1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弹润美颜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1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水漾凝靓润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水漾凝靓润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水漾凝靓润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露健康龙脑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1 广州泰露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玻尿酸补水修护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蔻男仕氨基酸酷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28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T 清莹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4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NF玫兰妃悦慕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NF玫兰妃悦慕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NF玫兰妃悦慕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鸣诚香氛多肽护发酵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诚香氛多肽护发酵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鸣诚香氛多肽护发酵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5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姗芳玻尿酸润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姗芳玻尿酸润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姗芳玻尿酸润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赋活美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71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袅袅婷婷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72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璀璨宝石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璀璨宝石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璀璨宝石魅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思静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花香丹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HYT 水感透肌补水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19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清滢嫩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清滢嫩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清滢嫩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 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 足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幸福之源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0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如雪美肌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10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佳靓颜焕肤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2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嫩肌水润小奶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2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虾青素安瓶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2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烟酰胺安瓶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2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参草多效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28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至臻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3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采宥草本芦荟舒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36 广州市快销贸易有限公司

艾奇迹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38
广州市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计净化植物调肤膜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3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灵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灵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灵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4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54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佳玻尿酸补水保湿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6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洋甘菊舒缓保湿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6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7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遇见美鲜活胶囊二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76
广东诗雅国际供应链有限公
司

魔莉娅烟酰胺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8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丝滑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8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RBAN gardener城市花匠 大眼睛浓密
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88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丝蒂芬妮娅水光密集充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97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鲜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29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渼康净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03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KDK亮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12
广州安佳倍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魔莉娅富勒烯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1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时莲眼部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15 广州吃亏是福贸易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润色滋养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1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22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EILEA雪罗兰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2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颜佐天然植物萃取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39 广州肽美科技有限公司

英莎格尔焕颜草本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草本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草本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芭院士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唯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5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浪漫邂逅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5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韓保保加利亞玫瑰3D天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6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绿茶舒润清新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碧泉多肽舒缓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6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Espie rouge双头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65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芝元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69 广州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雅弹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77
广州海纳百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奢廷兰花赋活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奢廷兰花赋活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奢廷兰花赋活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芸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Q2生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00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盛世颜密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1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颜密烟酰胺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将军）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22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蜜植素植萃润唇膏-芦荟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24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尼雅水动力冻干粉+水动力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40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好面子蚕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47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苹果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4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瀞儿沙棘多效修护晶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54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Jplus绅士香氛沐浴露（启晨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5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经缔 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6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68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儿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6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gsiyu净颜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siyu净颜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siyu净颜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尼雅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84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蜜植素植萃润唇膏-甜橙香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86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尼雅净化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91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俏乐美QALMA黑珍珠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93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尼雅赋活冻干粉+赋活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94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496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尼雅赋活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0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吉尼雅魅力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2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舒柔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6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尼雅魅力明眸修护冻干粉+魅力明眸
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7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滋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8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美颜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美颜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美颜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姿源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2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草王氏草本滋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23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姿源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30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姿源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31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仙人掌舒缓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3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姿源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3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ln烟酰胺新生亮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3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美珂提拉紧肤凝胶（身体）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4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祛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44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帕萨芭素痘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46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OH 酵母原液生物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48 广州丫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清透幻彩粉饼 P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4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5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广欧蛋白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64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知香温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65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SV双管调色遮瑕BB霜（棕色型）+双管
调色遮瑕BB霜（白色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66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柏俪尔烟酰胺头皮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7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 温煦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71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 温煦畅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73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 温煦艾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74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春暖花开泡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81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悦时代焕彩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2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妍掌柜紧致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3 广州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悦时代焕彩蛋白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4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悦时代焕彩蛋白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6
广州樊悦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吉颜春吉颜青春富勒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598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 光感水润无瑕气垫cc霜-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12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msln富勒烯幼龄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1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素兰  金典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15 广州兰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n酵母光感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1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n烟酰胺光感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1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宣颜奢华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20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25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樂福慧善富硒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30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资妍泉透明质酸深层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34 广州源氏商贸有限公司

植水秀胀果甘草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42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颜春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66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颜春嫩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67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颜春胶原蛋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72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颜春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74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颜春多重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75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臻养滋养美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8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舒润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69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硕世 战狼硬汉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09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川京秀紧致眼琱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1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立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5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5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自立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45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舒缓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5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素兰  新肌焕颜复式双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55 广州兰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丝炫时尚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58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樂福慧善赋活平衡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768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颜世家蜂蜜牛奶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0 广州植萃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JURIS COSMETIC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RIS COSMETIC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 Cream DD霜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ZU aloe vera cleans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cleans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cleansing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晶颜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2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洋甘菊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2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洋甘菊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2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洋甘菊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2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茹懿盈彩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33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茹懿焕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34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茹懿逆龄青春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35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黄金水光软面膜+优肌源透肌金
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水光软面膜+优肌源透肌金
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水光软面膜+优肌源透肌金
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可弹力澎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6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弹力澎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6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弹力澎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6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新生儿泡沫清爽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884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多肽四重雪润亮肤套组-第
依多肽雪肌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65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多肽四重雪润亮肤套组-第
依多肽雪肌润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66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6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白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润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6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白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6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精纯胶原蛋白提升套 补水修
护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精纯胶原蛋白提升套 补水修
护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精纯胶原蛋白提升套 补水修
护 ●胶原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加赋源光感套盒-娜加光感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87
广州娜加医疗美容门诊部有
限公司

艾帝东尼能量睡眠尊享套能量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89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帝东尼能量睡眠尊享套能量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90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酵母植萃焕能活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399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U 微肽赋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肽赋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肽赋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肌底活能修
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肌底活能修
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肌底活能修
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舒润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舒润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舒润理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益肤赋能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益肤赋能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颜修护套组 微态益肤赋能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1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引 冻干粉修护套盒 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3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HYT   青春塑颜注氧套 活氧肽原浆+水
元素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4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宫廷
燕窝透靓焕颜复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6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宫廷
燕窝透靓焕颜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6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宫廷
燕窝透靓焕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6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御养草本熏护套-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81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赏仙寡肽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86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赏仙润泽水嫩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87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赏仙美肌嫩肤套盒-臻肌润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88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赏仙美肌嫩肤套盒-奢华遮瑕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89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赏仙保湿多效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90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蓝铜胜肽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蓝铜胜肽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ELING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蓝铜胜肽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昔多肽调肤修护套-多肽调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05
广州兰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抚昔多肽调肤修护套-多肽调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06
广州兰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抚昔多肽调肤修护套-多肽调肤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07
广州兰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曦羽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3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3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39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滋养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滋养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滋养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安瓶嫩肤精华液组合-胶原蛋
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41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可美塑 葛根滋润组合-葛根风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5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清透幻彩粉饼 P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6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赋活美肌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64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宣颜奢颜贵妃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67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芙妃多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6
广州欧芙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斯贝儿清新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正物杂良玻尿酸原液水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8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心女孩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96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睛采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睛采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睛采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神御柳美人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419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依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0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神御柳美人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0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女郎 柔芯椭圆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16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芭院士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山羊奶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山羊奶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山羊奶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水秀胀果甘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5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肤 美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 美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 美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水秀胀果甘草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37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4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蔻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48
广州大洋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时光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49 广州果果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小蘑菇美颜透亮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7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媚眼舒缓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60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  沁润悦活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62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皙美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院士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汤姆逊&BOBO LEE 椰子香型咖啡身体磨
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4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香源荟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77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贵妇美颜浓缩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1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芭院士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贵妇美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7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炫彩封面矿物质水嫩保湿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8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 新肌密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 新肌密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 新肌密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2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补水滋养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0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1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诗妍美丽因子冻干粉＋美丽因子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1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滋润保养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1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芙草多效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26 广州力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蔻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27
广州大洋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正蔻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32
广州大洋国际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3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无痕高清蜜粉（3 #）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3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LSU富勒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53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眯眯眼清润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56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芭院士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玫瑰水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玫瑰水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玫瑰水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2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2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2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3女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3女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颜小美滋润口红#03女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69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LA PERFECT肌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77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水感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7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KSK多效清透深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4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祖母绿·滋养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祖母绿·滋养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祖母绿·滋养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微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微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微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梦漫黛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漫黛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漫黛蜗牛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炫彩奢润温变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8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炫彩奢润温变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卸妆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卸妆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卸妆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珍珠莹亮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丝炫滋润修护补水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5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LA PERFECT紧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396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冰蓝·祛屑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冰蓝·祛屑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冰蓝·祛屑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涞淇儿祛痘控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4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蜗牛修护丝柔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悦堂牛初乳水感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07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玻尿酸安瓶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1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薇丝语虾青素致臻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18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臻美滋润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19 广州港臻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 蜗牛晶透美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20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薇丝语虾青素致臻润颜修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22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妍寡肽冻龄奢养修容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23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云朵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2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思菲娅透肌美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0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牛油果美肌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烟酰胺皙亮水润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6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色妃草本清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70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芦荟胶补水盈润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7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蜗牛原液水感修容美颜蘑菇气
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8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亮泽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49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MOGICXX  男士净油抗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13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COCO RDRD柔滑细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19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互芙草本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22 广州市炎天商贸有限公司
芙蕊思多效修护冻干粉+芙蕊思多效修
护融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29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唯唤醒伴侣润颜粉+唤醒伴侣美颜精
华液+唤醒伴侣靓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3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度尊享荻苇草轻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5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蔻青春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55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琳 活力通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5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活力通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5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活力通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5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尊莹 女人香水润养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6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丝滑精萃花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69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水颜梦悦活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72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貌熬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77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博士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83
广州市锦绣狮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UOFUQUAN洛芙泉极地海藻修护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84
盛世美颜(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伊妍寡肽冻龄奢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87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生科沁润臀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9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貌金桂花亮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596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洛诗鱼籽胶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01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可美 水光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0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致享滚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致享滚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晶焕臻宠日夜护眼魔盒-晶焕
臻宠致享滚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轮沁润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1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jiemei艾洁美米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20 广州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梦水漾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22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水动力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23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Bird玫瑰鸟 珍珠光感双色提亮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27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方良品深海精萃细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29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剃须膏Soothing sha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剃须膏Soothing sha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剃须膏Soothing sha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3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妍寡肽冻龄奢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40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青春美肌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46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纤连蛋白臻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59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冬草堂沁水持妆BB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66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草堂沁水持妆BB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67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草堂沁水持妆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69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皙氨基酸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71
广州羽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SK皙润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76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草堂沁水持妆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84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修护冻干粉-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8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修护冻干粉-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8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修护冻干粉-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8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蜜初娇韵植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8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富勒烯舒缓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691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睿清爽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04 广州彩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薇丝语虾青素致臻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05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梦水光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16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瑞思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19
广州市睿点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琅遇玫瑰珍萃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27 广州琅遇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登迪瓦摩登生物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0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摩登迪瓦摩登深度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3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卡若倪栀子花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若倪栀子花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若倪栀子花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貌焕彩修护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36 广州雅貌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复活草水嫩保湿提亮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复活草水嫩保湿提亮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复活草水嫩保湿提亮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思莉神经酰胺肌源修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46
潘思莉（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玫安 曼妙轻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mi Jamaki臻颜焕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3
美宸（广州）干细胞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

姗芳烟酰胺皙澈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姗芳烟酰胺皙澈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姗芳烟酰胺皙澈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璽洋 面部紧致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58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立欣舒缓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79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植萃润泽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8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84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799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靓雨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20 广州庚芷仟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悦轻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2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绝代百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23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3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3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3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新韻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38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舒缓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47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21睫毛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64
广州铱廿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珂鱼子精华赋活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鱼子精华赋活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鱼子精华赋活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IANE 腰背养护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82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钻石神仙弹弹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488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水精灵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水精灵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水精灵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 富勒烯焕颜奢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11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29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靓肤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31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莎色墨藻焕彩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33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精粹凝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3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依卡茵涂抹式水光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42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兰颜洛神花多效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44
广州黛斯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卡茵涂抹式水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47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补水亮肤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5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狂爱精纯胶原蛋白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64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惠恩熙纤连蛋白臻采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69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氨基酸香水能量洗发汁/水润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狂爱精纯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4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凯文菲均畅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5 广州市慧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润娇颜贵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润娇颜贵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润娇颜贵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光沁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8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光沁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8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光沁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8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娜亮采亮肤水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1
广州斑颜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动力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动力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水动力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妮欧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499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舒柔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17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狂爱精纯焕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20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西子秘SHEZIMEY 光感透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23 广州新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惠恩熙纤连蛋白臻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24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畅爽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25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米儿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30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3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多肽冰爽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39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丝密特富勒烯抗皱紧致冻干粉+多肽
抗皱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丝密特富勒烯抗皱紧致冻干粉+多肽
抗皱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丝密特富勒烯抗皱紧致冻干粉+多肽
抗皱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氨基酸沐浴露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愈道十八温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温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温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草道美臀温润能量赋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6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6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mily植物香氛洗头露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6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KOU肤蔻蚕丝蛋白弹力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6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辰国际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KOU肤蔻玫瑰亮颜凝胶软膜（亮肤净
颜）+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7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倾泉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84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茵涂抹式水光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85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KOU肤蔻出水芙蓉滋润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8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FUKOU肤蔻软黄金凝胶软膜（修护紧
致）+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8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一生所爱植物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95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DS DAN FU SHI NI 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098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KOU肤蔻芦荟海藻凝胶软膜（水润幼
龄）+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0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温润平衡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05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可娜女人香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07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畅爽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12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茵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14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麦优品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16
合麦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补水亮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2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量子焕颜靓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29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32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补水亮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33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Jardin De Reefur樱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55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知香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59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CTHEONE 木质馥奇香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61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嘉兰娜亮采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66
广州斑颜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柏俪尔烟酰胺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67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 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7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肤黛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72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辰国际逆时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逆时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7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知韵知香舒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80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知香透骨草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83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草本畅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190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硕世晶锋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08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欣辰国际多肽修护面部精华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1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多肽修护面部精华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1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辰国际多肽修护面部精华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1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G绒情蜜意口红（2支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2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OUG绒情蜜意口红（2支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2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OUG绒情蜜意口红（2支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2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俏颜JINGQIAOYAN保湿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3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净俏颜JINGQIAOYAN保湿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32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贝迪瑞洋甘菊清洁亮颜舒缓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4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畅爽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55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舒柔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56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57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59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60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61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丽雅 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67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量子水氧嫩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69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草道美臀温润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草本艾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78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薇仿若天生液体腮红  （04微醺樱
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79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仿若天生液体腮红  （02日杂莓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80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色薇仿若天生液体腮红  （01珊瑚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281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馨茹懿焕彩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1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佰分佰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玛斯卡尼 提升套组 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提升套组 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提升套组 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4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童颜润泽套组 童颜润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童颜润泽套组 童颜润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童颜润泽套组 童颜润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紧致套组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紧致套组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紧致套组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浓情魅力护理套盒-浓情按摩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5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浓情魅力护理套盒-浓情魅力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60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DR·HENG YI净痘平肌调理套平肌细肤
冻干粉+平肌细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6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矢车菊黄金活肤套矢车菊
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矢车菊黄金活肤套矢车菊
活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北美圣草驻颜鲜肌套北美
圣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肌透提亮调理套肌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肌透提亮调理套植漾净颜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肌透提亮调理套提亮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77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花萃水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8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8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寡肽赋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88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魅力套盒-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魅力套盒-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魅力套盒-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6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39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活力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活力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活力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净畅
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净畅
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净畅
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月见
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月见
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氏俪人女性修护套盒-伊氏俪人月见
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欧美肌焕颜套盒多肽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17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小白童颜娇嫩奢华套-蓝铜胜肽童颜
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童颜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28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俪美妆植物定妆修护套装-植物修护
定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33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轻盈风华套组-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植萃祛痘冻干粉+
美肤祛痘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植萃祛痘冻干粉+
美肤祛痘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植萃祛痘冻干粉+
美肤祛痘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驻颜紧致冻干粉+
臻容驻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驻颜紧致冻干粉+
臻容驻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驻颜紧致冻干粉+
臻容驻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美肌净颜冻干粉+
水润美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美肌净颜冻干粉+
水润美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美肌净颜冻干粉+
水润美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模多肽修护补水焕肤套氨基酸肽能洁
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82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时莲眼部卸妆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86 广州吃亏是福贸易有限公司
柏丝黛眼部卸妆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87 广州吃亏是福贸易有限公司
艾米卡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卡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卡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854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菲泉养源舒艾组合-舒艾精华油+舒艾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12 广州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室翁 美源组合-美源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 美源组合-美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 美源组合-丽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修护组合-黄金水光凝胶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26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薇朵汇鲜活修护冻干粉组合-鲜活修护
冻干粉+鲜活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34
广州仁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绪美氨基酸洗护系列-清爽平衡护发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44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氨基酸洗护系列-清爽平衡氨基酸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45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氨基酸洗护系列-精粹保湿香氛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46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欧丽 玫瑰润养沁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50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缇萱YOUTIXUAN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7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7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贝妮安瓶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80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闪钻氨基酸香水能量洗发汁/祛屑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9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锦堂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9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光感无暇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9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柔纱轻透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8559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弹润遮暇蘑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0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柔焦亮颜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1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玫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玫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玫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1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VC甜橙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2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丽丝植物精华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50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佳兰烟酰胺紧致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51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瀚灵 黄姜控油韧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58 广州瀚灵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方艾艾叶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方艾艾叶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方艾艾叶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莲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7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蜗牛原液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78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燕窝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87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馨氨基酸冰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92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卡可娜奈美惠水润一抹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5697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 舒畅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0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 舒畅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0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完美水母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0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 舒畅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0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密妆玫瑰精油粉漾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17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驻颜泉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驻颜泉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驻颜泉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语蔲焕颜紧致修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2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驻颜泉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驻颜泉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驻颜泉植萃疏导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小灯泡粉润童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24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悦之花见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3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诗唯诺黄金时光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42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Hsyiso草本植物紧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4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蝶姿雅雪肌瓷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49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姿雅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1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院士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玻尿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玻尿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玻尿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5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植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姿雅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1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可娜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2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姿雅多肽童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65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璽洋 面部紧致线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74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姿雅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75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奢钻耀黑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7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伟杜仲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8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杜仲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8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伟杜仲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81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姿雅雪肌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87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雷莉丝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91
广州欧曼丽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799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ddei 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0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草方一木多肽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10
广州名卿缘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芙蕊思焕颜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13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伊刻莹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15 广州天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方一木金纯弹力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17
广州名卿缘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芙蕊思焕颜奢养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19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冠莹氨基酸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25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2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蕊思焕颜奢养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29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蝶姿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30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信封面膜舒缓滋养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33 广州信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妮泉 透明质酸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3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蝶姿雅玻尿酸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39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院士修护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姿雅多肽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5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院士草本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草本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草本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婷思雨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8 广州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姿雅积雪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49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姿雅雪肌瓷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53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多肽纤润水嫩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5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光感水润无暇气垫CC霜-
自然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56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伊优蜜思抗皱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69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水秀胀果甘草修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5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闺芮传芳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芮传芳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芮传芳 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587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品堂人参营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0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璀璨小金钻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发丝宝贝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发丝宝贝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发丝宝贝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香槟·控油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香槟·控油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香槟·控油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0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吉颜春草本祛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22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补水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补水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补水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血橙透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4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善堂皙颜平衡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44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帕萨芭素祛痘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53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美堂美肌奢宠凝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54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尔芬叶绿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58
广州翡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广益大鑫康元如意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65
广州大鑫康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尔芬樱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71
广州翡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7补水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7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7补水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7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7补水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7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院士侧柏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75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密妆花漾倾慕口红 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81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馥若纯芦荟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芦荟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芦荟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果冻唇彩 202#裸
杏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598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时空焕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0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发院士首乌舒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12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OMEI罗美二十味草本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38 广州罗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典泽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颜春草本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44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46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递康 紧肤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典泽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琪儿美丽密罗木植萃赋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4 广州伊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圣女 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蝶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典泽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利采草本杏仁酸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79 广州卉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思菲娅透肌美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6090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温热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05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凡碧诗燕窝灌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07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密妆花漾倾慕口红 2#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14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侬之颜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1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1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之颜多肽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1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1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庄严轻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29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玻尿酸血橙多效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3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芙堂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33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俏芙堂养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3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采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40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俏芙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41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肤典烟酰胺黄金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48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MJplus男士控油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53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幽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54 广州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佩净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净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净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菁彩明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芳臻美蛇毒肽抗皱赋活冻干粉+蛇毒
肽抗皱赋活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4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领皙类蛇毒肽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78
广州羽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肤源弹力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弹力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弹力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樂福慧善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84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明彩持妆气垫霜C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93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小蘑菇气垫BB霜（E02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98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小蘑菇气垫BB霜（E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6199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明彩持妆气垫霜C02（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05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玥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清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皮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滋润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0)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0)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0)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9)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9)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9)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1)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1)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31)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1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8)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2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8)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2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48)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2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1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VFV丝绒轻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FV丝绒轻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FV丝绒轻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颜密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蔻氨基酸紫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4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世颜密清颜平衡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颜密清颜舒缓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3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8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8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8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双头眉笔01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87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仙人掌玻尿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8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紧致凝胶（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紧致凝胶（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多效紧致凝胶（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洋甘菊熊果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洋甘菊熊果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洋甘菊熊果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黄金奢宠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生姜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生姜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生姜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柔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柔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柔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颜美多肽青春能量冻干粉+贵颜美多
肽青春能量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27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三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寡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6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逆年水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75
广州娥瑜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雅安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7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DE 金致丝绒口红274#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1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诗贝丹鲜活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叶植物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7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卡嫚蚕丝胶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蚕丝胶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蚕丝胶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光依娜腹部套 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腹部套 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腹部套 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3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莉思漫海洋活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02
广州夏莉思漫化妆品有限公
司

AZIMER阿姿美尔男士修颜眉笔02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09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TRE寡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0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多肽蛋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多肽蛋白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多肽蛋白冻干粉+多肽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8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19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0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ZIMER阿姿美尔男士修颜眉笔01魅力黑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1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TRE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3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RX鎏光元气缤纷眼影-蜜月西柚（D）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5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BOTRE多肽蛋白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7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6428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AY护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95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AY护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95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IAY护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695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里海传说 小分子肽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174
广州市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TRE苹果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175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玻尿酸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178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佳时空焕活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18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EGOCI 光感水嫩变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188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尚宣言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06
广州美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奢宠亮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0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紧致焕采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19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雨丽奢宠亮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20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加爱兰水漾精萃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35
广州思加爱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绮瑟水活焕新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44
广州皓轩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梵皙胶原蛋白肌底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56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氨基酸沁润补水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5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涵青春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61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美肌静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7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玻尿酸补水早安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9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酿分肤质补水高保湿霜（油性肌肤适
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7299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掌柜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17 广州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MEEIYA时光凝萃奢华霜（晚）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1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王何首乌草本润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48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LA咪朵拉金钻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4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SP水嫩倍现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SP水嫩倍现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SP水嫩倍现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薰衣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薰衣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薰衣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院士迷迭香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59
广州丝贝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RSECE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RSECE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RSECE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labgraphene复颜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66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醉花颜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7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河边草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85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暨唯嫩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9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娜儿瓷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395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FS黄金焕能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芕栩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0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烟酰胺美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07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河边草蛋白赋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11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傲蘭之迷多肽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18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傲蘭之迷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2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烟酰胺提亮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2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四季修护润唇霜NO.7012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四季修护润唇霜NO.7012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四季修护润唇霜NO.7012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滋润补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滋润补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玻尿酸滋润补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GSP水嫩倍现盈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SP水嫩倍现盈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SP水嫩倍现盈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小甜椒）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0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涵美玻尿酸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3
黄）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2
紫）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6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1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7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汇百美烟酰胺水润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烟酰胺水润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烟酰胺水润保湿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4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T花漾修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0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莉思漫海洋活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1
广州夏莉思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普肤德亮肤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3
广州市兴通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汇百美细腻蜂蜜润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细腻蜂蜜润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细腻蜂蜜润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KT玻尿酸补水晒后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8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59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傲蘭之迷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2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易舒柔氨基酸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3
广州市艾薇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娜娜黄金妆前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妆前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妆前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蘭之迷靓颜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6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雨吟臻宠雕花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4
广州驰信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红豆）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0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KSCC EAU DE PARFUM(No5)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CC EAU DE PARFUM(No5)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CC EAU DE PARFUM(No5)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CC EAU DE PARFUM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CC EAU DE PARFUM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CC EAU DE PARFUM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漫丝多肽修护冻干粉+烟酰胺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85
广州大健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颜梦晶透无瑕润采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7496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沁爽芦荟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沁爽芦荟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沁爽芦荟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鱼子酱紧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14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悦姿金桂花多效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25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PERFECT多效亮泽遮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26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BOLAIYI柏莱伊 柔芯菱型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36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妍福康背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3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5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舒缓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565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薇雅定制套（I型）-焕美冻干粉+焕
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20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茹懿嫩滑紧致精华粉+馨茹懿嫩滑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21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茹懿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22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秀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37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多肽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41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NAZI博纳姿奢华瞳颜美眸套-奢华瞳
颜美眸肌因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57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奢华瞳颜美眸套-奢华瞳
颜赋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58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奢华瞳颜美眸套-美肌赋
活臻养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59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奢华瞳颜美眸套-奢华瞳
颜美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0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奢华瞳颜美眸套-奢华瞳
颜精华眼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1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明眸滋养组合-肌萃
明眸润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2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明眸滋养组合-玫瑰
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3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肌萃明眸滋养组合-玫瑰
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4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矢车菊黄金活肤套蛋白线+
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6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雪颜晶透美肤套植物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7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亮肤驻颜紧致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美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1 广州沁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祖啦免蒸修护垂顺亮泽发膜套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6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姬乐美舒悦养护套组-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悦养护套组-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悦养护套组-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8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岁月静好套组-岁月静好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9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动力之星-动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9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平衡之星-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97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灵动之星-灵动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98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赋活之星-赋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69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逆龄之星-逆龄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00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活力之星-活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01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奢宠和谐之星-和谐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02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宫廷
燕窝透靓焕颜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0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宫廷
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0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润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1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倩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恬研塑草本精纯护理套盒-草本精纯润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浏梓萱纳米童颜净肤套多肽臻颜修护液
+海藻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肩颈舒缓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背部舒缓养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腰部养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臀部舒润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寡肽冻干粉奢宠套盒—量子寡
肽冻干粉+量子寡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0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Ⅱ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Ⅲ号套组多肽
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丝滑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富勒
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5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多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花雪月富勒烯多肽逆龄Ⅰ号套组青春
多肽粉+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7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室翁 美源组合-美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1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缇萱YOUTIXUAN美肌修护精华液组合-
美肌修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1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韩奈儿轻盈控油四宫格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2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悦轻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2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皙青春密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28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az水光润颜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2
广州御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雾丽水嫩舒缓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5 广州雾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奕颜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1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草佰味 香水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2 广州一草佰味科技有限公司
赫伯特富勒烯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44 广州佰盛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 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53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5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美姿JIAMEIZI纳米护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56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姿卉氨基酸隐型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60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积雪草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钥雅堂 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姿雅积雪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5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钥雅堂 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柳悦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華安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妥信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6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肩部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7998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百草植萃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01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颊彩眼眸立体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0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莱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03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蝶姿雅积雪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07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钥雅堂 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莱宜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3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1霜绛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涂抹式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6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3玫瑰
园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5奶咖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姿雅雪肌瓷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0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莱宜烟酰胺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2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蝶姿雅多肽童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6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国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芳莱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0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蝶姿雅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4
广州蝶姿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红参嫩透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6橘子
酱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4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2莓果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4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云裳漾彩流沙眼影04鎏光
金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欣雅妆清透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清透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清透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莹润光采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TIMES氨基酸头皮护理滋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68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COIS滋泽润色口红（热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76
广州蔻一丝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0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御廷焕颜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卡帕里海盐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卡帕里海盐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卡帕里海盐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萱肌透亮滋润手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3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39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珍维娜滋养嫩肤沐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2 广州喆嘉科技有限公司

GER·BIO基贝尔纤连蛋白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3
广州玛莉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蔓明媚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5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y Miss葡萄籽柔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48 广州妍色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柏合俪舍水感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66
芊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精华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7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精华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贵妇驻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8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素儿石墨烯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4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维素儿石墨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5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SIM GOLD LEAF-9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 GOLD LEAF-9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 GOLD LEAF-99.9% P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1918819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素儿石墨烯鲜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01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艾云迪浪漫香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03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海藻糖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21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朵完美水光深透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2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素儿玻尿酸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28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维素儿烟酰胺亮采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34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芳莱宜金盏花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35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国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国三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闪钻绿藻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45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焕采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54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赛璐玻尿酸草莓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60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存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64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芘蔻天然芦荟滋养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68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茶多酚净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7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多肽鱼子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7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青春靓颜防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7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牛奶糖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牛奶糖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流沙香氛沐浴露（牛奶糖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朵完美水光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8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TEMENTS 高清烟雾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4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水润丝柔护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水润丝柔护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水润丝柔护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多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多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多效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2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 舒护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0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安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菩媞沐 头部清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3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5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安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汤姆逊水润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09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1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汤姆逊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11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惠恩熙纤连蛋白臻采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13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堂臻润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16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活力粉饰自然腮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2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优品茄 沙棘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26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ffeni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29
广州锦洪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美姿JIAMEIZI魔方动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34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38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媞沐 清舒莹润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3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活力粉饰自然腮红 04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4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活力粉饰自然腮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5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肤士绮 神经酰胺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60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色活力粉饰自然腮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6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朗诗曼眼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7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色高光修容粉饼 01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7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木子颜语水光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7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颜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7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7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多肽鱼子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8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爱心钻石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8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素儿寡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386
广州宇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多肽鱼子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0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高光修容粉饼 02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0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依兰花养肤皮润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2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伊堂丽颜逆龄组合套装-丽颜逆龄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25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百易恬静清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35
广州熙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3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卡可娜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4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安肤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ER·BIO基贝尔纤连蛋白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2
广州玛莉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色高光修容粉饼 03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APPTI安舒修护红球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安舒修护红球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安舒修护红球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5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活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61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琳 净化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6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净化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6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净化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66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BEAUTY SHIN美心白桦树汁天然滋养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67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D垂度速溶营养护理液（受损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0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速溶营养护理液（受损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0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速溶营养护理液（受损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0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蒂芬妮娅富勒烯肌活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4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水光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水光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水光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7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RONG三荣卡洛美氨基酸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83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净化调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8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净化调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8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净化调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8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D.V.V金条星粉尤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3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CD垂度赋活轻弹护理液（烫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赋活轻弹护理液（烫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赋活轻弹护理液（烫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5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久色水蛋白护理液（染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久色水蛋白护理液（染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垂度久色水蛋白护理液（染发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499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诗佳滋养修护眼部精华乳（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寇颜雅丝素妆紧致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颜雅丝素妆紧致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颜雅丝素妆紧致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莎格尔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修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1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暨美莳端粒子冻干粉+端粒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2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ooBoos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26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百易轻盈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33
广州熙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思菲娅 天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90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地利亚玫瑰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熙青春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8597 广州紫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迎晨 控油干洗蓬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02 广州勇妮贸易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VC红橙滋养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0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知行云伊臻宠玉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知香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14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雪凝魅肌润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24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寡肽新肌展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3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京都樱花滋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31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葆芝灵玫瑰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43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之恋人参滋养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5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芝灵水养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62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之恋蜂胶滋养倍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6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温和滋养补水儿童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0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安瓶玻尿酸补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1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纳米能量男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玻尿酸原液水光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5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天然植蜜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6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 安瓶玻尿酸男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红石榴鲜活肌密补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8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水光唇保湿舒缓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79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澎湃水动力高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2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鲜润血橙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3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稚嫩补水儿童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4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之恋爆水酷爽男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5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金箔眼部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之恋男士双倍玻尿酸安瓶精华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8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芝灵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90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兰舍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92
广州善兰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芝灵嫩肤养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696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06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蝶氛水润珍珠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18 广州唯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敏胶原晶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敏胶原晶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敏胶原晶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诗婷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诗婷 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完美莹润保湿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院士深层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深层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深层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焕颜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5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巾果麗颜 奢宠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8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Anti-Transpirante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Transpirante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i-Transpirante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颜春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2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奢宠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精粹修护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精粹修护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精粹修护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4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5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5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5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5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维曼尔胶原粉+莱维曼尔塑颜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54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喆颜植萃润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喆颜植萃润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喆颜植萃润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璀璨星眸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璀璨星眸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璀璨星眸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RX鎏光元气缤纷眼影-恬心蜜桃（P）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72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修护冰膜(凝胶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7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V.RX鎏光元气缤纷眼影-落日金沙
（26）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80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COLD ME 逆龄青春液；COLD ME 逆龄青
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83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海底世界十五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85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1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1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1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2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2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2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3铁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3铁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3铁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4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4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4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5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5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5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ESECRET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88799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6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6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绒格雾感口红06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ANMIS 蜜恋情柚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13
广州后生仔信息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贝迪瑞玫瑰补水润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1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小甘菊滋养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1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补水润肤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19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百合花亮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21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Orb Lil 香水魅惑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30
保乐芙（广州）母婴用品有
限公司

贝迪瑞亮肤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33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羞瑟 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35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植 富勒烯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3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富勒烯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3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富勒烯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4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兰歌惑香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42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植 幻彩鎏光花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4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幻彩鎏光花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4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幻彩鎏光花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4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吾之月竹炭撕拉式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5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美荟臻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5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亮眼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平抚滋养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茜黄金蜂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黄金蜂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黄金蜂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81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81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81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隔离亮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1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3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类蛇毒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4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5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6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7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8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植物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899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丝漾水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丝漾水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丝漾水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VYC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VYC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VYC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花漾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花漾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花漾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PYIM 燕窝牛奶美肌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UPYIM 燕窝牛奶美肌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UPYIM 燕窝牛奶美肌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SLOTUS 宝时莲眼部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37 广州吃亏是福贸易有限公司
瑞美荟舒妍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2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3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舒妍亮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4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臻颜瑰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5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保湿遮瑕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ELLODAISY  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55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益媛熙臻爱时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896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清道夫卸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2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冰淇淋手工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27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VEEDEE羊胎素冻干粉套组-冻干粉+
溶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28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季颜净颜瓷娃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29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净颜瓷娃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3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添美然 雪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42 广东天天科技有限公司

汤姆逊净颜亮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61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6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 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芦荟补水按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蒙清透平衡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80 广州富门化妆品有限公司

汤姆逊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81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苏莱曼烟酰胺养润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8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多肽原液呵护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8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玻尿酸沁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09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北美圣草驻颜鲜肌套北美
圣草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3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北美圣草驻颜鲜肌套活氧
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3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念白净颜套盒-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72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白净颜套盒-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73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莱曼玉颜诱润贵妇膏组合-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7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玉颜诱润贵妇膏组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7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修护丝滑护发素套盒-修护丝滑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8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三合一去屑滋养控油洗发套盒-
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8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三合一去屑滋养控油洗发套盒-
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8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三合一去屑滋养控油洗发套盒-
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18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创舒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创舒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创舒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修护浓缩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修护浓缩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微肽修护浓缩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草本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润草本套-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套—清畅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0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胸部柔润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逸舒畅调理套-清逸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养护套-腹部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养护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养护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养护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舒缓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舒缓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植萃养护套-臀部舒缓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 背部净护套 唤新妍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6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舒护草本套-路路通舒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翌美翌爱脸部焕颜净肤套盒玉肌雪颜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296
广州易美易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瑶粹  胸部娇韵套—瑶粹娇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332
广州芯芯佰汇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38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38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后享天下草本皮肤修护组合-焕颜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382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weheal维愈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89399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薇尔·贝斯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
修护溶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尔·贝斯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
修护溶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尔·贝斯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
修护溶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效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瑞丝初颜冻干粉组合-初颜冻干粉+初
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31
广州屑敏婷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灰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灰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1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蓝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蓝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红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红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绿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绿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裸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裸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4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GENTLY  SOOTH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6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泊泉清滢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477 广州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pswater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13
瑞莱茵（广州）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捷护美·香氛补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17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28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34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 净透美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4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HYDRA ESSENCE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培生婴儿益生菌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8
广州市康培健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汇百美浪漫樱花柔嫩细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浪漫樱花柔嫩细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浪漫樱花柔嫩细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5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大眼明眸多效养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大眼明眸多效养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大眼明眸多效养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Europin Show优品之秀 火山泥身体沐
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70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水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71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亮润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72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百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77
广州熙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尔 愈创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79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朵完美鲜养焕彩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81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慕颜复合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83 广州因码药业有限公司
TISS-II遮瑕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93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正草堂 清新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597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鲜养焕彩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3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媛熙青春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3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秀源 美肤怡情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39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 温情养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42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伊慕颜复合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44 广州因码药业有限公司
御秀源 平衡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47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 怡然润养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48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i myss净透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49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芭院士甘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甘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甘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ijiemei艾洁美米蛋白洗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6 广州阳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秀源 密语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8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 密语活力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59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洛芭秀 寡肽修护冻干粉+沁润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6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御秀源 水养护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66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 温馨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69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蔓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7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尼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7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美佘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养诺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尼密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佳宝玲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宝玲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8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令雪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9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蕾乔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9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补水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9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枝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9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显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69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0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鲜养焕彩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1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修护滋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23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ALVA亮妍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26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玫瑰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2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玫瑰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2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玫瑰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2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SS-II逆时光植萃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2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欧尔 愈创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4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瑂姿·虾青素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5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院士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院士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背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39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 净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SS-II植萃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54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思玛意补水修护发膜+头皮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5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补水修护发膜+头皮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5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补水修护发膜+头皮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5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一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齐静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U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70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龙胆赋活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76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欧尔 愈创木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78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道一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思静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悦龙胆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2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道一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益静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家嘉人·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一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誉静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齐静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齐静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齐静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植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植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植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思静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思静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思静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时依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一 香誉静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誉静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 香誉静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时依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897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角甘泉  化学残留清洁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19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颜思韵娇嫩柔滑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1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慕烯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4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夏伊人 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 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夏伊人 光感新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QAO如俏燕窝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28 广州万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圣水仙露调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0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伊神经酰胺精华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1 广州好奇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族男士魅力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4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PERFECT紧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0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昔颜花开五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3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TISS-II植萃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4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三笙莲灵犀水元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三笙莲灵犀水元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三笙莲灵犀水元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幼唯婴儿益生菌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67
广州市康培健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Armonia Hall 臻宠赋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70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角甘泉  染烫后角蛋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71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89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0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修堂 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16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首觉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17 广州市智耀商贸有限公司
众色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2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舍名院容园美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29
广州洁宝在一起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晶製睡莲肌底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30 广州优品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典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众色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38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素方蛋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5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明膜精华液+新活透
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5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明膜精华液+新活透
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5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明膜精华液+新活透
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5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蜂蜜柔嫩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恒久盛放之星-恒久盛放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7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DUOLI 净化止屑头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 净化止屑头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 净化止屑头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冻龄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冻龄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冻龄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享蛮腰-蜡碳花泥能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蜡碳花泥能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蜡碳花泥能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8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T胶原蛋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93
广州施芳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致柔雾粉底液 （1C1暖
杏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89999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芙堂 透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05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EINIPIRI水漾芳华香薰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水漾芳华香薰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水漾芳华香薰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1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奇幻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秘传奇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秘传奇胶原蛋白滋润猪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六胜肽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六胜肽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六胜肽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蘑菇头气垫保湿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天呵护雪肌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29 广州缘真汇贸易有限公司

YASHIMI雅施迷修护精萃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33
广州莱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愈道十八黄岑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3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黄岑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3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黄岑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3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色薇仿若天生液体腮红  （03霜糖奶
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37
广州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取宠轻呼吸遮瑕防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0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安母絲马齿苋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母絲马齿苋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母絲马齿苋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愈道十八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4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肤美进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汤姆逊玫瑰脱皮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59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补水舒缓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舒缓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舒缓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晶透皙润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7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7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7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URIFYING CLEAN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7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汇百美维生素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维生素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维生素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MOISTURIZING CLEANSING 
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rmonia Hall  臻宠多效焕颜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0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20#慕媛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20#慕媛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20#慕媛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19#蜜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19#蜜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颜小美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19#蜜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肤酵母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肤酵母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肤酵母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草本植物宝宝沐浴露（洋甘菊
+芦荟）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7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草本植物宝宝洗发沐浴露（胎
菊+金银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099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草本植物宝宝洗发露（胚芽+
山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00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草本植物宝宝沐浴露（胚芽+
山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06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OìΛRY贵妇水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0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奈佰丽 焦点明眸柔滑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1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OìΛRY贵妇修护水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1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奈佰丽 纷泽幻变立体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2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植物润泽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2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虾青素净透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39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雾感持妆扁三角眉笔#01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幽莲魅肤凝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去屑净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58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61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丝绒魅感凝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62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甜蜜爱恋凝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63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路伊娜去屑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66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OER可瑞尔琉璃幻彩18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74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北极光影眼影盘3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77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绸丝光洁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81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monia Hall 臻宠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83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清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8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Orb Lil 丝滑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187
保乐芙（广州）母婴用品有
限公司

简美烟酰胺粉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04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中贝诗尔玻尿酸焕颜蛋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20 广州桂蓝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知韵知香舒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32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55-60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3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67-72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3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43-48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3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61-6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3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13-18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37-42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31-3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49-54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25-30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1-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19-24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COLORLOL甲油胶7-12 粤G妆网备字201919024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甄稀焗油亮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1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生姜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生姜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生姜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2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莹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25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闪耀挚爱小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2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36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罗莎玫瑰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8元气胡萝
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2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罗莎老姜舒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多肽烟酰胺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罗莎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4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老姜舒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5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玫瑰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5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俪碧缇美肌焕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56
广州仙羡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N苹果干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60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血橙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血橙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血橙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格优品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73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monia Hall 臻宠多效滋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79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妮雅强力造型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87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甄妮雅强力造型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87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英莎格尔焕颜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3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圣颜独魅多效新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02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佰丽圣杯奢华绝色唇膏03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0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思缇娜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0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DE金致丝绒口红294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12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金致丝绒口红31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13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圣杯奢华绝色唇膏01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1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圣杯奢华绝色唇膏02车厘子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1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金致丝绒口红66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17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金致丝绒口红196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22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金致丝绒口红NO.1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25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轻奢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3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唇爱随心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3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5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juanyan S.A丝滑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60 广州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6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典海藻净颜深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82 广州道盛德科技有限公司
Robif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85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9树莓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87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daga gel nail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0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nceSeer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3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酵母提亮补水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酵母提亮补水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酵母提亮补水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4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玉泉樱花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1
广州珀彩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瑞佩尔 奢宠修护蚕丝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2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舒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5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玉柔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6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仁和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仁和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仁和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0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茵妆24K黄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24K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24K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菲秀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琳植坊多效明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植坊多效明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植坊多效明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时空焕活热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1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朗诗曼抗皱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婲禮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禮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48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依魅色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58 广州倾心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幼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59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Lamy+元气粉保湿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77
广州蒂萝美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优棉雅欣水漾青春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85
多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真熙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9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59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凡丽肩颈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0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肩颈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0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丽肩颈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0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猫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30 广州果果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海洋魅惑霓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3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芙妃多肽修护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36
广州欧芙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NEPA FROM Bnne透肌雪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透肌雪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RM 黑天鹅柔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61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博颜云水谣●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65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LANTHOME莲碧泉唇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2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卉林洋 玫瑰三合一彩虹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4
广州市花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53)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53)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53)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0复古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80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夕朵唇之吻口红浪漫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88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夕朵唇之吻口红遇见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0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DUNLANSY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DUNLANSY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DUNLANSY大地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夕朵唇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4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69)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69)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69) 粤G妆网备字201919069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24K黄金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1肉桂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1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夕朵唇之吻口红挚爱胡萝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3 广州正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植坊黄金焕彩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植坊黄金焕彩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植坊黄金焕彩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丝炫哑光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25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iac金箔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4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金桂花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49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美肌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无瑕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胸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7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79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净肤修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9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柒种颜色魅色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0793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嫩芽儿赋宝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03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姿 活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14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焕颜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25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美肌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靓颜遮瑕小蘑菇
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2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多效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30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4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4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清肌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4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嫩芽儿可宝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47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嫩芽儿清活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49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玻尿酸嫩肤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51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卉林洋 玫瑰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74
广州市花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小芊寡肽芊颜修护冻干粉+芊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882 广州创妍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嫩芽儿佑元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08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俪美妆润泽美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0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茵妆黄金胶原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5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6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 细致亮肤调膜液+甄玫姿素颜玉
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71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玫姿 素颜玉容调膜液+甄玫姿素颜玉
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0975 广州豪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肽美黄金燕窝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1069 广州匹赛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piac平衡调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17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沐沐 宠幸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199 广东大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珂美 莲花精华霜（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1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妍植多肽微脸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2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兰浠修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7
广州缘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美妈咪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细颜弹润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20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3南瓜土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27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娇颜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29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亮采修护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30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舒润亮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31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活力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23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KOU研蔻富勒烯多效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03 广州研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林洋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09
广州市花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G美颜修容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美颜修容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美颜修容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美颜修容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7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丝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丝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丝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丝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新语龙脑运动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489 广东惠民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曲丽通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御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御养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黄金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能量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臂部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6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御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7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白银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草本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49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宠源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舒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风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风润能量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非凡朵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非凡朵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5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靓肤之谜靓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靓肤之谜靓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靓肤之谜靓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珍珠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珍珠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珍珠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花季颜净颜瓷娃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65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馨妈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林洋 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8
广州市花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馨妈妈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洗发水【柔顺
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91587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洗发水【去屑
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02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洗发水【控油
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04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CHT SKIN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ZELLE靓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16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亮肤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亮肤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亮肤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ZAIMEI脸再美肌密修护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ANZAIMEI脸再美肌密修护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ANZAIMEI脸再美肌密修护弹润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吉力奥盐水护理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68 广州科律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净 澄净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1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寡肽小分子冻干粉（冻干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4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scle Rub 美国宝威格强力摩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scle Rub 美国宝威格强力摩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scle Rub 美国宝威格强力摩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scle Rub 美国宝威格强力摩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G温和舒缓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8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韩丽润香蕉营养修护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90
广州欧兰阿道夫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bay 多效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95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吉颜春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698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4璀璨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00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淑美修护净颜冻干粉+修护净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13 广州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14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也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丝炫复古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25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朵完美水光深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2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林洋 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83
广州市花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24K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星光之耀高光粉饼 柔沙贝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85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 钻光莹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87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9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179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玉肤通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玉肤通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玉肤通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清透无瑕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4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品佳人氨基酸活氧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5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悦姬妮樱花水感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樱花水感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樱花水感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AMEIKON水润女人凝肌套 EAMEIKON水
润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8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EAMEIKON水润女人凝肌套 EAMEIKON水
润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0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EAMEIKON水润女人套 EAMEIKON水润菁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1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云逸姿轻盈养护组套-轻盈养护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18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olabefu朵菈蓓肤山茶花均衡洗发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2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靓颜修护粉+靓颜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26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27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安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28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29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修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30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31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33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水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34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北美圣草驻颜鲜肌套北美
圣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4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北美圣草驻颜鲜肌套北美
圣草紧肤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4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fan森梵 七彩淑女赋源套 七彩淑女
赋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50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丽凡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77 广州万韵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百合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百合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百合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莫兰迪丝绒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舒润滋养调理套-舒缓润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8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温润调理滋养套-温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调理套-清畅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芽羊胎素奢享冻干组合-羊胎素奢享
冻干粉+羊胎素奢享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8 广州璞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云天唯美冻干粉+唯美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199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愉升金箔纯露修护冻干面膜组合-金箔
纯露修护冻干膜+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04 广州愉升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姿研肌寡肽焕活修护冻干粉组合 寡
肽焕活修护冻干粉+焕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10 广州锐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颜美焕颜提升溶媒液+贵颜美焕颜提
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40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黑海盐净透水润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54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庄姿丽人 焕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 焕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庄姿丽人 焕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5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Ovtural欧维萃氨基酸晰肤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60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GOCI元气少女四色眼影盘 日落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6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舒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72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爵仕玫瑰沁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85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爵仕控油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099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臻颜深海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1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透亮滋润手部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草道美臀温润舒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水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0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D.V.V小金唇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12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颜思韵清新玉肌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13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高丽雅娜小分子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16
广州素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蒸堂能量精华油（排）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K.SIX丽瞳十五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3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K.SIX丽瞳十五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3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K.SIX丽瞳十五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3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41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婷  蜗牛光感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49
广州市凯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  沁润悦活亮颜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7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百易 营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76
广州熙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可·玛丽 水凝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7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风韵调理润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82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莊柏雅·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8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姿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88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莊柏雅·修护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90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莊柏雅·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9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莊柏雅·美肤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219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几何方程式神仙水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方程式神仙水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方程式神仙水功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莊柏雅·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4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雪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莊柏雅·肌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6故宫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08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进雪肌润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润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润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1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斯美儿 舒活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16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蒸堂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茹懿焕彩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268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绮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3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3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3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ka 恬静月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47 广州里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24K金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5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净透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62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焕颜多效按摩眼部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69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玫瑰补水亮肤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7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蒸堂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7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Foo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涯爱靓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39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YQL星辰亮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0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靓颜焕肤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1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罗兰水氧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1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芙莱 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23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熊果苷亲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熊果苷亲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熊果苷亲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美苏 水光奢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46 广州青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青春活氧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48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碧泉烟酰胺嫩肤提亮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49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an茉然皙妍倍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an茉然皙妍倍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an茉然皙妍倍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尔 凝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5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艾尔思塔 绿茶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6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活碧泉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5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2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井泉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NO.7017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NO.7017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NO.7017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琳 活力通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活力通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琳 活力通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7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GUYOO古妧蜂蜜多肽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76 广州古妧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涯爱靓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芙莱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91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茉小花 么么洁洁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花 么么洁洁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花 么么洁洁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皱婷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2495
广州市欧佧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隽语雨密茉莉植萃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05 广州亨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皱婷多肽修护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08
广州市欧佧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爵仕玫瑰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10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钻石星空面膜（墨藻黑郁金香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12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日吻钻石星空面膜（蓝铜胜肽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13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日吻钻石星空面膜（晚樱花焕亮）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16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海市蜃楼流沙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23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3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3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3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隽语雨密玫瑰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31 广州亨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莱宜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49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VETEMENTS 根根分明眉笔（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54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盐玉皙海盐润净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55 广州众力天圆科技有限公司
花爵仕 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59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枸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枸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枸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盈雾裸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盈雾裸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盈雾裸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爵仕焕活保湿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6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Orb Lil 丝质顺滑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71
保乐芙（广州）母婴用品有
限公司

妍惠丽人月见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7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月见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7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月见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73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爵仕轻龄抗衰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8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柔润冻龄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89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索芙特雪肌神经酰胺冻龄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0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索芙特雪肌六肽抗皱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1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KOOGIS可其氏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2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樱花清新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樱花清新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樱花清新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六肽抗皱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舒爽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舒爽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舒爽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59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修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0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豹纹柔幻星纱9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爵仕奢宠雪肌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4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WORLD FAIRY活性肽保湿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活性肽保湿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活性肽保湿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C 水晶晶滋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SCC 水晶晶滋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SCC 水晶晶滋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0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1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1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12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Uai 香芬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14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本牡丹焕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17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Uai 香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0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i 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1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隽语雨密洋甘菊植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8 广州亨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桑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桑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桑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29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刘倩尔多肽修护水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32 广州鑫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爵仕玫瑰悠然润肤泡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3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百益焕颜调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34
聚美泰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蜜诗摩尔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3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蜜诗摩尔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3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蜜诗摩尔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3
广州市九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宜百益焕颜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7
聚美泰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涵美血橙清滢净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血橙清滢净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血橙清滢净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妮缘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ZP琉光幻魅液体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5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惠丽人橄榄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5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橄榄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5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橄榄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56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卡可娜纳米记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6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氨基酸温和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67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炫氏美肌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69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莱宜烟酰胺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80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宜百益焕颜调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89
聚美泰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宜百益焕颜调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91
聚美泰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千秋明月 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698 广州千秋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妍一派丝肽润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01 广州龙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皱婷多肽修护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11
广州市欧佧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馥丹诗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20
馥丹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金面子烟酰胺原液5%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26
广州市金面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维曼尔橙花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30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紫苏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紫苏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紫苏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清痘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补水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4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爽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爽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金泊清爽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丹诗健发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56
馥丹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7致臻宝石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61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根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67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比格妃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71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妍福康颈部玉柔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7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80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多元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81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比格妃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82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妍福康肩部玉柔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78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比格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09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妍福康腿部玉柔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28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鼎熙堂玉柔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2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背部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背部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萱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萱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芝萱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3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格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44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鼎熙堂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5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植萃舒缓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54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银河流星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5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身体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5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植萃薄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61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玉柔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6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玉柔清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70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驭青春植萃驭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72 广州思阳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身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7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植萃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77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紧致清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82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NGVERSE清韵诗蜗牛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VERSE清韵诗蜗牛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VERSE清韵诗蜗牛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蚕丝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8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背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0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臀部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1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臀部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1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脐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21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薰衣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22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腰部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2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腰部暖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2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腰部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27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玫瑰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31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斯美儿舒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32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焕颜修护补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3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胶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46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SCKIQUEN 粉嫩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47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esik唯丝珂头皮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52 广州唯伊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鼎熙堂丰盈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5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丰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62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嘉人·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7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丹娜 樱花亮颜水光软膜+植物胶原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86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2990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GK.JP女性粉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14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EAYOMIE面部紧致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18
广州塑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1#粉嫩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1#粉嫩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1#粉嫩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2#清透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2#清透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泡泡水粉底液（02#清透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思蔻黑裙子香水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2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 奢美焕颜鎏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3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奢美焕颜鎏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3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奢美焕颜鎏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3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阿思蔻黑裙子香水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3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TISS-II植萃保湿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56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魅资莱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60 广州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愈 雪肌焕颜冻干粉+雪肌焕颜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62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茱莉.薇薇安 无水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74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魔樱花轻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88 广州斯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香氛洗发水【馥郁枳木】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8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保湿亮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9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9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感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1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流畅黑亮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流畅黑亮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流畅黑亮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亮瞳速干亮黑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亮瞳速干亮黑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亮瞳速干亮黑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灵动闪耀黑炫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灵动闪耀黑炫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灵动闪耀黑炫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亮润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08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迪水光盈润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26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玫儿复活草补水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玫儿复活草补水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玫儿复活草补水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2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SS-II植萃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33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piac晶彩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3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  灵动质感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4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碧·泉烟酰胺补水焕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2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FULS 悦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悦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悦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颜保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臀部青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春享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艾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润养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调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灵兰若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青春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青春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青春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轻盈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植 鎏光臻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76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鎏光臻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7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鎏光臻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78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透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透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透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2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焕彩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焕彩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焕彩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2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妥信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33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舒活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3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4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舒畅粉包（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5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密码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6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盈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7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清幽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8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 平衡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49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青春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青春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赋活青春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弹润紧致龙血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弹润紧致龙血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弹润紧致龙血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YLIYO青春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7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美杜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8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美杜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8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美杜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8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CJGJ女士妈咪日常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8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毛发蓬松丰盈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9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KATAVIER植物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193394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JGJ头皮调理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0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头皮平衡油脂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0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男士日常专用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0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端丽轻薄无暇水润蘑菇棒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1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2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原森态腰臀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29 广州辉桓商贸有限公司
原森态疏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30 广州辉桓商贸有限公司
原森态肩部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31 广州辉桓商贸有限公司



塑迩美安肤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35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Okeny's 女士按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4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丝悦柔韧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丝悦柔韧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丝悦柔韧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脈康养护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78 广州瀚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JKB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81
广州贰拾九块半科技有限公
司

密妆橄榄修护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82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OSIYUN欧丝韵净颜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86 广州欧丝韵贸易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49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涯爱靓烟酰胺水润亮采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云逆龄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05 广州幂云贸易有限公司

涯爱靓神经酰胺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0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中秀多肽胶原冻干粉+多肽胶原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14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LA PERFECT肌透焕颜精华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16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百芳丽烟酰胺水漾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18 广州百芳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3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LLA DEERE情怀探险家十二色眼影盘
（02斑虎）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39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涯爱靓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4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4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清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4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水杨酸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4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5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福康丰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6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68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保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69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70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妍福康丰盈韵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71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九如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599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5°VEEDEE多肽胎盘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39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季颜烟酰胺十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4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49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沐浴露【清爽
洁净】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50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蜜泉精油SPA香氛丝滑沐浴露【滋养
润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51 广东瓷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鲟鱼子胶原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69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舒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多肽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多肽紧致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风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舒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 青春定格焕颜保湿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 青春定格焕颜保湿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 青春定格焕颜保湿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LOURAN圣罗娜 青春定格焕颜保湿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78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姿 皙润面膜套组-润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2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姿 皙润面膜套组-皙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3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太莱热感通套盒-热感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6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太莱热感通套盒-热感多肽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7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太莱净畅通套盒-净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8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太莱热感通套盒-温养调理元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89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太莱净畅通套盒-清养调理元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0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太莱净畅通套盒-净透多肽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1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面部紧致管理套面部紧致管理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舒润修护冻干粉+
润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舒润修护冻干粉+
润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焕活水光修护套舒润修护冻干粉+
润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妍净颜祛痘修护套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6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RY TREETY蓓苪树缇舒尚精油套盒-
舒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00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上古哲学帖鲜活《启动》套-卷柏精华
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上古哲学帖鲜活《启动》套-卷柏精华
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上古哲学帖鲜活《启动》套-卷柏精华
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欧韵诗 芬多精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37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  多肽毛孔洗澡升级套装-多肽
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38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    多肽毛孔洗澡升级套装-多
肽毛孔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39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   多肽毛孔洗澡升级套装-尤加
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40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AMEIKON水润女人凝肌套EAMEIKON优能
美肌娇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4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ZHUOERZI醒肤修护优化套玻尿酸保湿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75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HUOERZI醒肤修护优化套醒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76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HUOERZI中胚多肽焕颜管理套中胚多肽
焕颜冻干粉+中胚多肽焕颜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77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HUOERZI中胚多肽焕颜管理套中胚多肽
焕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78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HUOERZI醒肤修护优化套醒肤修护冻干
粉+醒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3779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樊文花家居护理补水套-茶树新肌洁颜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0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家居护理补水套-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07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家居护理补水套-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08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家居护理补水套-补水保湿洁面
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0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樊文花家居护理补水套-芦荟精华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10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楮留香沉香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61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格雅BOGEYA纤翘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80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美桑海藻润泽水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91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桑海藻润泽水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91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桑海藻润泽水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891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O﹠TONG烟酰胺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0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贝朗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1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SHAO﹠TONG神经酰胺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1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旋臻养护色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27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ESUNYA温感彩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31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慕颜复合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44 广州因码药业有限公司
润诗泉细肤丝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细肤丝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细肤丝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 赋活美肌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5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5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道福灸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赋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清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清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清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尚美 焕颜透亮光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网红塑形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8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6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导入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胶
原蛋白导入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冻
活水溶酶+胶原蛋白精华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臻美四重胶原蛋白护理课程 冻
活水溶酶+胶原蛋白精华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洛伊炭碳净透靓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黑海盐净润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7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崇善清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81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崇善焕颜多效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84 广州痘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8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尚美 焕颜弹嫩抗皱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8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透亮保湿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9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虎  茶树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3996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梓龄清肌冰凝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13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金盏花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1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园禾诗水光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43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烟酰胺精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44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惜修护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45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rl's   清滢透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49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Girl's   特润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51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Girl's  紧致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52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La Vista organc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Vista organc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Vista organc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MINOSITIE SKINCARE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MINOSITIE SKINCARE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MINOSITIE SKINCARE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XO 修护柔和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修护柔和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修护柔和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米茵紧致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蕊思焕颜奢养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76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菁悦清透调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83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9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JIALAN欧佳兰深海鱼子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91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吉颜春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096 广州华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rl's 氨基酸清滢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2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朗诗曼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ARUIKIN 娇蕊芭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JEARUIKIN 娇蕊芭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JEARUIKIN 娇蕊芭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朗诗曼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1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玫瑰精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1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美希安瓶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15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脂叫兽植萃4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16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脂叫兽植萃3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17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脂叫兽植萃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20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脂叫兽植萃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24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然四季眼部轻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为她美十肽美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2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水润冻干粉+水润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3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CSX率性珊瑚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38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仙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NOBRND TOME 定妆散粉(透明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47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EIMEEIYA 时光凝萃奢华霜（日）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4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江回-养护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养护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养护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JIALAN欧佳兰深海鱼子凝时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4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OUJIALAN欧佳兰深海鱼子凝时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7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江回-密语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密语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密语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8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平衡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平衡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平衡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59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JIALAN欧佳兰深海鱼子凝时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0 广州佳兰优选贸易有限公司

江回-靓丽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靓丽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靓丽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1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舒畅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舒畅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舒畅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滋养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滋养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滋养汉宫御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6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娇颜活能补水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68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ZH KONG颜植控柔光轻雾清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78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青春活能水份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81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青春肌源活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84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青春补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87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玫瑰马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8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玫瑰马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9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cctheone 繁花之水香氛手霜（滋润亮
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94199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cctheone 邂逅柔情香氛手霜（保湿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02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授尔美曼妙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曼妙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曼妙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弹润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弹润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授尔美弹润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1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2枫叶红茶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28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逆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3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多吉米娅生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3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生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3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生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3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花萃水漾活泉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3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汤姆逊清透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43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莱魔莉·微精华肌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5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夫生姜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生姜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生姜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5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DE北极光影眼影盘302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60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朵拉呼吸透肌早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6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钻石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7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  生姜汁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73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8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兰朵酵母冰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95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蜗牛补水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蜗牛补水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尚菲司小铺蜗牛补水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2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美进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美进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悦清透平衡调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23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力蒙深海泥控油抗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24 广州富门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凡 轻松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轻松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轻松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魔莉·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皙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皙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烟酰胺皙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魔莉·微精华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凡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瓷肌嫩肤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37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清纯无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清纯无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清纯无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魔莉·草本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1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紧润冻干粉+紧润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5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in Show优品之秀玻尿酸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365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奢宠青春多肽
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0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in Show优品之秀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3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千秋明月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4 广州千秋化妆品有限公司

EINIPIRI雪丽飘香高泡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雪丽飘香高泡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雪丽飘香高泡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GXO 雪肌营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雪肌营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雪肌营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 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 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 水嫩润肤黄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盈柔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盈柔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盈柔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多效赋活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多效赋活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多效赋活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娇颜养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3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卡妲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4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焕然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焕然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焕然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贝泉玻尿酸安瓶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80 广州苏贝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8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焕彩赋活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84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MIB艺术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4490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1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1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1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VC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VC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VC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3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龄姬焕肌鲜活菁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59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维丝柔润倍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6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富勒烯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71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X玫瑰印迹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7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82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赋活舒颜修护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84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嫩肌亮颜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8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百易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4591
广州熙椿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理氏蓝铜胜肽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00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奈尔玻尿酸活力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04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奈尔水动力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06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奈尔薰衣草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08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奈尔金缕梅亮采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56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莱施哲 海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698 广州乐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慕颜复合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12 广州因码药业有限公司
有椰冰雪少女雪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13 广州品六实业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心机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1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欧丽微晶能量活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24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妍若瓷多效修复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效修复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效修复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2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芙妃多肽修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32
广州欧芙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IA肌肽虾青素亮肤保湿双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35 广州傲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FIA熊果苷烟酰胺亮肤嫩肤双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48 广州傲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贵妇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4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润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润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舒润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6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5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鱼子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鱼子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鱼子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双面遮瑕保湿气垫霜-
遮瑕霜 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6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璀璨奢谜双面遮瑕保湿气垫霜-
遮瑕霜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68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龄姬嫩肌亮颜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2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蓝铜肽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3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紧致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4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弹力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5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焕肌鲜活菁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冰肌净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7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焕肌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甜扁桃秀发修护还原
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甜扁桃秀发修护还原
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BALE凯斯柏尔甜扁桃秀发修护还原
酸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多效赋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多效赋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多效赋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水活能盈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92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黛木逆龄时光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木逆龄时光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木逆龄时光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795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皙透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03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盈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05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清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0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御熙堂 草本泥膏 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12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ftto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2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舒淳康韵植萃套舒淳植萃精华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3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康韵植萃套舒淳植萃精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3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康韵植萃套舒淳植萃精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36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曼丝炫柔顺光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46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维梵西 薰衣草修复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5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USEWAUE沐诗薇 孕产舒纹修护拓客套-
孕产修护舒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63 广州中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MUSEWAUE沐诗薇 孕产舒纹修护拓客套-
孕产亲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64 广州中美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莱雅烟酰胺安瓶精华水乳套 姬莱雅
烟酰胺晚安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玻尿酸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玻尿酸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依娜绣面紧致赋活套 玻尿酸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8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瀞儿沙棘多肽修护冻干粉套-沙棘多肽
修护冻干粉+沙棘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83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瀞儿沙棘黄金玻尿酸全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84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瀞儿沙棘精萃赋能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85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思莉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粉红丝带调理套-粉红丝带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幸福之源调理套-幸福之源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束颜传奇净痘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4 广州雅慕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颜传奇多肽逆龄紧致原液套--多肽逆
龄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4995 广州雅慕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滋润修护洗护套装-
植物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3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理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理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理养护套组-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展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展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舒展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氨基酸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8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小分子
玻尿酸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09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青春定
格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10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贵妇美
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11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1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1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1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2灰
粽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2灰
粽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灵动柔滑自动眉笔-02灰
粽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萊儀堂舒体养护调理套组-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萊儀堂舒体养护调理套组-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木源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4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
精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NANJIMEIJI姜养套活力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1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JIMEIJI姜养套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2 广州伊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 背部净护套 唤新妍平衡净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弹力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修护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修护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弹力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弹力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5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帝艾堂艾养调理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6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M09B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7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M10P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7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快干磨砂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7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imeilan悦之花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82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维梵西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09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欧杰施积雪草沁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01 广州市菲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蘆堂草本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福蘆堂草本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福蘆堂草本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D ME 盈润新肌透皙乳；COLD ME 盈
润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16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梦幻修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24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嫩肌水润小奶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碳酸泡泡嫩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碳酸泡泡嫩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碳酸泡泡嫩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UCO焕颜赋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焕颜赋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焕颜赋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3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倩CONSENT泡泡水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40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泡泡水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42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貂蝉小姐氨基酸泡泡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5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漾海盐氨基酸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52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润诗泉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芷集时光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1 广州蓝丝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润泽酸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润泽酸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补水润泽酸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清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紧致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81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FEL轻透水润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82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焕肌鲜活菁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85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嫩肌亮颜寡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8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粉嫩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YELS洋甘菊修护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19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诗泉亮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0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亮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0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亮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0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丽美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30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满发尖真姜精华水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40
广州崇德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凡 静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静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静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sedon base coat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49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凡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轻松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能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能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能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青春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青春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青春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春暖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定妆散粉(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7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bbR焕颜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85 广州九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情丽颜 水蜜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情丽颜 水蜜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情丽颜 水蜜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澜竹炭去黑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97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Fasedon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9195299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嫩肤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嫩肤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婴儿肌嫩肤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事鞣花酸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1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事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4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愈道十八.辅酶Q10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辅酶Q10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辅酶Q10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0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ousail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12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精细塑形四爪液体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17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集千姿补水亮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补水亮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补水亮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茱莉.薇薇安 光甘草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32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兰碧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1 广州驰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禾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禾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禾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鲑鱼 幻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8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鲑鱼 幻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8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鲑鱼 幻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48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益蒸堂能量精华油（通）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耀鸸鹋油平滑倍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74
广州市妙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果  氨基酸洁面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5382 广州焕妍科技有限公司
神叨 真我不妆素颜霜（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2 广州感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爵仕玫瑰赋活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金钻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金钻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金钻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4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爱依缘 瓷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5 广州聚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0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羊胎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1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碧奢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20 广州驰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Cutic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2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Cutic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2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Cutic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2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weet&Shimmer Moisturizing Cuticl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2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涵美牛油果补水滋养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牛油果补水滋养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牛油果补水滋养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STORY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STORY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STORY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3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而曼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42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爱肤者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4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润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44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丽美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72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cena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75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维娅奢宠逆龄冻干粉+奢宠逆龄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496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妍堂润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妍堂润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妍堂润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滋养修护凝胶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5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坤宇达 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 微肽赋颜
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坤宇达 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 微肽赋颜
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坤宇达 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 微肽赋颜
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1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储仙堂氨基酸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23
广州市储仙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豪轩尼炫彩丝韵滋养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3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佳祖玛龙经典香氛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3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白芨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白芨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白芨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4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玫瑰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玫瑰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玫瑰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洋甘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洋甘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洋甘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盖双宝玫瑰肽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72
丝盖双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ASEDON BUILDER GEL SOAK OFF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79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bifel POLY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82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猪皮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猪皮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猪皮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8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FUKOU肤蔻左旋VC水嫩无暇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559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姬星眸紧致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03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密罗木高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1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妍一派丝肽还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15 广州龙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龙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龙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龙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24H 花季深层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27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易凡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莉丝弹弹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5
广州欧曼丽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夫椰油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椰油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椰油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畅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RK-NAKED 裸瑟美眸深邃大眼睛眼线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46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娜热玻尿酸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61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浴SUYU小苍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素浴SUYU小苍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素浴SUYU小苍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利丝蔻石墨烯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89
广州利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美黄金原液舒缓奢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黄金原液舒缓奢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黄金原液舒缓奢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活颜精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活颜精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活颜精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6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丝滑柔皙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丝滑柔皙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玫瑰丝滑柔皙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0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丝蔻 小蓝瓶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04
广州利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monia Hall 臻宠深透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13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师 润肤保湿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18
美姿来(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珝 润肤保湿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19
美姿来(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沉云莨兮玉肌晶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34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丝蔻 小金瓶寡肽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37
广州利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3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3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女王传奇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3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Georgely多效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4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amily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47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朗诗曼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4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茉 多肽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61 广州净如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水动力精萃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6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6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6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6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水活能多重养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72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Funny meet肌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83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NǒME眉妆大师自动眉笔（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8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眉妆大师自动眉笔（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8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菁润堂莲子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1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阇梨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7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Funny meet肤肽蚕丝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02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海绵微晶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04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Funny meet肌亮生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14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龙舌兰香型香氛滋润补水润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1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nny meet肌焕积雪草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17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黑鱼子清肌焕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黑鱼子清肌焕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黑鱼子清肌焕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2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水活能深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27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艺姿卉喷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4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5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韩婵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净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保湿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弹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59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佳斯妮露樱花果子香型香氛滋润丝滑润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6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 无痕高清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6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娇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69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隔离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72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修容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74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曼丝炫清爽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91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酷格KUGE 黑珍珠净肌亮采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黑珍珠净肌亮采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 黑珍珠净肌亮采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9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H 花季控油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898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芦荟修护滋养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1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色娜娜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S微涂润泽美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5
广州粉黛美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VS微涂润泽妆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09
广州粉黛美妆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茵妆蜗牛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1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几红 艾叶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21 广州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Robifel UV POLY GEL SOAK OFF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30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bifel MATT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33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bifel TOP & BASE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34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SSTIYA 臻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35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Fasedon color coat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37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赋活亮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8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水动力精萃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88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新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90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金玫瑰透润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9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HU欧束柔羽丝绒唇釉 425摩登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5995 广州欧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vatino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00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新生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0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赋活亮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07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美幻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0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Fasedon TOP COAT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12 广州诺贝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丽莎晶萃紧致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15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海洋光魅幻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28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美肌气垫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30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倾慕润色雕花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35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3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新酷爽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新酷爽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新酷爽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芒果水嫩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芒果水嫩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芒果水嫩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38℃国色天香套组-舒缓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59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雪颜亮肤焕彩套-仙人掌雪颜焕
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雪颜亮肤焕彩套-仙人掌雪颜焕
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雪颜亮肤焕彩套-仙人掌雪颜焕
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活肤焕彩修护套-活肤焕彩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7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活肤焕彩修护套-活肤焕彩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活肤焕彩修护套-活肤焕彩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69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臻颜尊宠亮肤套-仙人掌
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0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臻颜尊宠亮肤套-仙人掌
臻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1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臻颜尊宠亮肤套-仙人掌
臻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2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臻颜尊宠亮肤套-仙人掌
臻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战痘平衡净肌套-仙人掌净痘平
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战痘平衡净肌套-仙人掌净痘平
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战痘平衡净肌套-仙人掌净痘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077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美洋甘菊弹滑舒缓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弹滑舒缓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洋甘菊弹滑舒缓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益大鑫康元 如意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6
广州大鑫康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贵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唇醉邂逅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醉邂逅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醉邂逅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恩熙沁肌流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3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桃子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桃子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桃子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24K黄金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润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润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新肌润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蜜芙氨基酸玫瑰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蜜芙氨基酸玫瑰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蜜芙氨基酸玫瑰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utalin肤她淋熊果苷亲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8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丝蔻黑蝴蝶石墨烯安瓶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287
广州利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曦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0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凡碧诗 赋妍紧致柔润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0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曦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1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紫曦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2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蒲公英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23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魅力诱惑香水润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2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魅力诱惑香水润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2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VORNAX微震精粹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4 广州德汇贸易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能量赋活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魔莉·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仕美轻润遮瑕柔光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3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宝亮泽水光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4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丽都轻薄遮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42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馨堂 雪滢亮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49 广州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盈润生姜精油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盈润生姜精油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思绮植萃盈润生姜精油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臻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2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碧素婷草本植粹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5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粉嫩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56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诗曼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6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姿堂植物紧致肌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姿堂植物紧致肌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姿堂植物紧致肌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素婷舒缓嫩肤凝胶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70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素婷植萃温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73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阇梨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7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7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nny meet晶莹玻尿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80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OSSGAR银耳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83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多肽赋活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399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桐精灵青叶精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0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富勒烯童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11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姿堂植物轻盈舒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姿堂植物轻盈舒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姿堂植物轻盈舒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美焕颜净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3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32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安馨妈妈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素婷草本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8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馨妈妈路路温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路路温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路路温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工亲肤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1
广东乐思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iws贝维诗海盐精华香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海盐精华香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海盐精华香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精氨酸胶原蛋白颈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5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老树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树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叶绿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6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朗诗曼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GMIMA清爽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6 广州三迪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桐精灵麦芽精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元季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499 广州三迪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蕾珂美星灿人参养肤气垫粉霜（0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10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nfan森梵 今净舒通赋源套 洁净舒通
赋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13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養頤古芳  润颜美嘉植美套-润颜赋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14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水光弹力焕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水光弹力焕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水光弹力焕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洋甘菊水光弹力焕
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洋甘菊水光弹力焕
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洋甘菊水光弹力焕
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黄金水光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黄金水光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黄金水光套盒-黄金水光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垂度美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美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垂度美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3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多肽补水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多肽补水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多肽补水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百妍泉靓丽活水轻颜套-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摩力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摩力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摩力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摩颜臻品魅眼摩力精品套-魅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纪晞凝润焕颜套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5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妃欧娜香氛滋养修护洗发露发膜套装香
氛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0
广州市姬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欧娜香氛滋养修护洗发露发膜套装香
氛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1
广州市姬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水娃娃舒爽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水娃娃舒爽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水娃娃舒爽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舒润醒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舒润醒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舒润醒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醒润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69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活力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活力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水娃娃舒润醒肤套-活力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5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莱皙幻彩烟管口红ZX00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1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幻彩烟管口红ZX001牛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2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幻彩烟管口红ZX005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3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幻彩烟管口红ZX003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4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紧致修护冻
干粉+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紧致修护冻
干粉+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紧致修护冻
干粉+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蒂芬妮娅旅行计划全明星随身亲选套
装-多效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10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旅行计划全明星随身亲选套
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11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旅行计划全明星随身亲选套
装-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12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旅行计划全明星随身亲选套
装-全季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13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活宝健发养护组合-乐活宝健发洗剂
（B）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41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活宝健发养护组合-乐活宝健发养护
洗剂（A）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42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肌肤净透清润组合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45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肌肤净透清润组合蛋白面膜粉
+海藻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4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肌底胶原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5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诗曼 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7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多效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81
广州慕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修护肌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88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密集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密集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密集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6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逆龄赋活冻干粉+皇家瑞蔻逆
龄赋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0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柚子雪肌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1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柚子雪肌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1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柚子雪肌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1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 鱼子精华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 鱼子精华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 鱼子精华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矿物泥控油补水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37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KSK富勒烯逆龄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41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沙漠地带十八
色眼影盘（哑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55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明玥国际清颜净美洁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59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肤肌底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64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TONG玻尿酸水动力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TONG玻尿酸水动力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TONG玻尿酸水动力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沙漠地带十八
色眼影盘（珠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75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沙漠艳后十八
色眼影盘（哑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76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修护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80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24H 花季舒缓修复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86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丝滑垂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丝滑垂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丝滑垂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78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裸瑟猫咪浓魅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08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嫩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嫩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嫩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嫩滑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嫩滑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嫩滑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雪肌修颜果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雪肌修颜果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雪肌修颜果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晨泽·珑曦水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28 广州市麦晨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晴即妍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2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u时代何首乌嫩肤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3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嫩肤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3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iu时代何首乌嫩肤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3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ny meet晶灵焕颜亮彩微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3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焕颜赋活冻干粉+皇家瑞蔻焕
颜赋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47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24H 清馨深层莹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49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SHAO﹠TONG六胜肽抗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6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芙言烟酰胺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7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7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7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烟酰胺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7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纯萃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纯萃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纯萃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8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9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烟酰胺清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89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因酶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00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03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vagloss NATURAL SKINCAR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NATURAL SKINCAR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NATURAL SKINCAR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NATURAL SKINCAR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大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烟酰胺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1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tyana Naturals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U 微态赋能眼部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能眼部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 微态赋能眼部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2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轻盈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35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哲博水光肌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3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氨基酸净透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42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47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NIMY芦荟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51
广州尼米优选创意家居有限
公司

源轩丽小苍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56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功夫肩颈 筋骨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6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C洋甘菊修护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6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昱艳修护粉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67
广州顶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婉丽臻颜御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79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HZ 赋活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83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透明质酸补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8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川健康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8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蜡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尚蜜蜜柔顺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6998
广州市瑞肌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千姿滋养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滋养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滋养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0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賽百藻细颗粒海藻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賽百藻细颗粒海藻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賽百藻细颗粒海藻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薇蒂兰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璞薇蒂兰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璞薇蒂兰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心渼康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23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胡萝卜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27 广州亮吧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滢肌沁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滢肌沁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滢肌沁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3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润千颜 肌肽修护冻干粉套盒 肌肽修
护冻干粉+肌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45 广州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 JIU一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一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 JIU一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尔 愈创木舒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4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TOFULS 晴采紧致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采紧致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采紧致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碧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惠恩熙沁肌流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5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蚕丝蛋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蚕丝蛋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蚕丝蛋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冻龄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69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 晶莹嫩肤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晶莹嫩肤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晶莹嫩肤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水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水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婴儿肌水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雪肌双色幻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姜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  玻尿酸多效修护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8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X.YUXUEER胶原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X.YUXUEER胶原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X.YUXUEER胶原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4)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9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4)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9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4) 粤G妆网备字201919709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89)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89)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89)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0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1)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1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1)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1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LILY EAU DE PARFUM(NO.891)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1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荷花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12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莲子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27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瑞蔻逆龄润纹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31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菲TONG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TONG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TONG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皇家瑞蔻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39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梦幻柔雾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梦幻柔雾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梦幻柔雾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逆龄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42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晨泽·珑曦水润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44 广州市麦晨贸易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迷情持效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迷情持效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迷情持效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n Yan棼颜黄金紧致嫩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53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尔珐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160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卉美姬雨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25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肤美 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28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帕萨芭素舒顺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0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草太岁焕颜美肤套—活性物肽粉+焕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草太岁焕颜美肤套—活性物肽粉+焕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肤肌底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2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苹果干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4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浅水集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3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晴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4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歌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50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YAQUAN莉雅泉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58 广州雅洁贸易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6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6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草本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6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蔻黑炭熬夜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68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肤肌妮 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76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7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焕肤细致茶树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焕肤细致茶树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焕肤细致茶树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C绿茶舒颜清新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88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透润修护三合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透润修护三合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透润修护三合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29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大目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0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尊蕴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0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益媛熙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1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玻尿酸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24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2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2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2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依洛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33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n Yan棼颜洋甘菊舒缓修护水晶花瓣软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2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 Yan棼颜玻尿酸婴儿肌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4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 Yan棼颜玫瑰亮颜莹润水晶花瓣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5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娴雅美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娴雅美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娴雅美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娴雅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娴雅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格娴雅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CTRUE  净透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5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者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8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粉嫩亮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90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贝希 藻囊溶氧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391
广州香琥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烟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0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12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22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肤肌底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23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言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30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焕彩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3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CATE臻萃世家精萃桦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KINCATE臻萃世家精萃桦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KINCATE臻萃世家精萃桦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5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5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5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稀植萃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6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6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晴玻尿酸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73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芙言烟酰胺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74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水活能时光凝留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86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LEY LILLY玛莉·莉莉胶原蛋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95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4H 清馨深层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496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芙雅兰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00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养颜精华红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01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希雪肌赋活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08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玻尿酸秘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11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泊薇泉鱼子多肽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13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薇泉鱼子多肽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13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薇泉鱼子多肽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13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门复合多肽冻干粉+魅门胶原蛋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15
广州魅门科技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水光莹润亮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34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ZLAN美植兰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36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YTRUE胜肽养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43 广州倾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效透皙蜗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效透皙蜗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效透皙蜗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5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莜 玫瑰清滢柔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68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牧爱补水亲颜固态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69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门胶原蛋白冻干粉+魅门多肽溶酶精
华液+魅门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0
广州魅门科技研发中心有限
公司

简丽美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2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铜胜肽保湿舒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莜 积雪草双倍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8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多肽美肌冻干粉+玻尿酸溶酶液+美
肌因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79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递康 盈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8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密龄胶原美肌冻干粉+胶原紧致溶酶液+
美肌因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83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莜 小奶瓶胶原蛋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84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弹嫩抗皱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Q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Q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谜·芯肌透亮Q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莜 烟酰胺精华提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08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尚幻彩轻盈散粉13#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09 广州蓓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精华微振动
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精华微振动
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精华微振动
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  滋润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滋润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滋润嫩滑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2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2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2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ZLAN美植兰酵素焕颜新生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1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保湿嫩肤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保湿嫩肤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保湿嫩肤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烟酰胺多效冻干粉+多效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4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色调肌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5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调肌弹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5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芙雅兰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39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多肽亮颜冻干粉+亮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0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4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蕾善 水路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4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玻尿酸蚕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蚕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蚕丝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Pulchrie Natural sh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Natural sh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Natural sh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Natural sh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玻尿酸补水盈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57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神经酰胺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加
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加
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6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ny meet肌活艾微分子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73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肤肌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78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TN烟酰胺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80
广州市迪缇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玫琦御颜修护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修护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修护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俏颜JINGQIAOYAN保湿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1 广州市白云区乔蔓化妆品厂

莱姿馨熊果苷亮肤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熊果苷亮肤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熊果苷亮肤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抗坏血酸亮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抗坏血酸亮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抗坏血酸亮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然 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 新肌皙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0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芬芳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1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1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1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猫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1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红参舒缓提亮红润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2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黄金燕窝盈润补水提
亮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2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太极舒活热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25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烟酰胺熬夜舒缓红润
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4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净透补水修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45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鱼子精华清爽亮肤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59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雾面净透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60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HUIBAIMEI汇百美石墨烯舒爽保湿净颜
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6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Futalin肤她淋玻尿酸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FHZ 多效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4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愈道十八.伞花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伞花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伞花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78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KATELYN/卡特莲 雾感玉肌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80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y 塑形立体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197790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锁妃儿活泉水润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04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锁妃儿活泉水润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04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锁妃儿活泉水润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04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碧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美荟七叶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12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多肽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13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希多元赋活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20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HZ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24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斯缇雅 细致（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0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EBENDOTIR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1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烟酰胺光感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烟酰胺光感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烟酰胺光感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堂 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3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膜法神话蓝铜肽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4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5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妃楽女神沁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67 广州米八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麦拿生姜温和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69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麦拿肩颈保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73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莱魔莉·深层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7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GE轻奢椰奶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9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轩丽小苍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789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棠焕采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01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棠焕采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05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12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Y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2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小夫桂花清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桂花清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桂花清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缇雅 ·  香集基底焕颜面膜（玫瑰
水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3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HZ 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8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绝代百草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49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oftto 乳木果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5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曲丽舒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5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蕾珂美星灿人参养肤气垫粉霜（02#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56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可水光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7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7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水光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7971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R·HENG YI 矢车菊黄金活肤套矢车菊
深润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4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舒畅松展护理套盒-舒畅松展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58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皇家康美舒畅松展护理套盒-舒畅松展
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59 广州圣元商贸有限公司

一直青春抚纹紧致套-抚纹冻干粉+抚纹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63
广州一植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直青春抚纹紧致套-抚纹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64
广州一植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直青春抚纹紧致套-抚纹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65
广州一植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直青春抚纹紧致套-抚纹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66
广州一植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昇缘青蒿肩颈舒悦套-青蒿艾能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3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昇缘青蒿肩颈舒悦套-青蒿艾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4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昇缘青蒿肩颈舒悦套-青蒿艾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5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昇缘青蒿肩颈舒悦套-青蒿艾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6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美肌呵护套组
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美肌呵护套组
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美肌呵护套组
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禄坊颐养调理套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禄坊颐养调理套组-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禄坊颐养调理套组-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禄坊御养调理套-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三部养护套组 -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修护冻干粉组合套 修护溶媒
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96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修护冻干粉组合套 多肽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9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润颜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09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0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04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TN富勒烯多肽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06
广州市迪缇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NZIDIE水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08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青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1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xinnuo俏心诺透明质酸补水保湿软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1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CALLURE菲鹿儿画家系列速写眉笔
（FA-118）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2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闪片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闪片色
系）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免
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免
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底
漆）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初恋灰系列甲油胶（可卸底
漆）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紧致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42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45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绮妍堂西番莲韧肤套组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4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妍堂西番莲韧肤套组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4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妍堂西番莲韧肤套组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4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 维C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81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玫瑰花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84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大能量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87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WS·PALACE滋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0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1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2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3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净颜角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4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晳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5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6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光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7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晳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8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晳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199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尊享套盒-六胜
肽宫廷御容晳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00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n Yan棼颜七子白养颜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05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0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 净透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 净透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 净透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陌恋烟酰胺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Uai古龙香氛男士洗沐奢华套装-古龙香
氛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6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i古龙香氛男士洗沐奢华套装-古龙香
氛净润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7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ai古龙香氛男士洗沐奢华套装-古龙香
氛洁净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218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MEIKON水润女人套 EAMEIKON水润菁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58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醒肤舒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醒肤舒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醒肤舒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7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海葡萄玻尿酸真颜系列套组
（醒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海葡萄玻尿酸真颜系列套组
（醒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海葡萄玻尿酸真颜系列套组
（醒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醒
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醒
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醒
肤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8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3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玫琦御颜平衡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平衡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平衡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4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WS·PALACE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01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02 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02 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02 自
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y 塑形立体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29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上善堂 皙颜水润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33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皙大能量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34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LB面部青春焕颜套盒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7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B水润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7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美荟舒妍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58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格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套盒- 宫廷
燕窝透靓焕颜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1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芳华沙龙体验套-加强冻干粉
（尊贵体验组）+加强溶媒液（尊贵体
验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1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冻
干粉+玻尿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22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清肌冻干粉套清肌冻干粉+玻
尿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23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倾城倾城沙龙体验套-加强冻干粉
（尊贵体验组）+加强溶媒液（尊贵体
验组）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2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G暮光彩妆套装礼盒-暮光素颜秘肌
BB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3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G暮光彩妆套装礼盒-暮光润泽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3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美排浊清肌套-排浊清肌精华膜+清肌
护理液+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排浊清肌套-排浊清肌精华膜+清肌
护理液+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排浊清肌套-排浊清肌精华膜+清肌
护理液+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媛玉颜滋养套组-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绿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绿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绿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太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太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茶香系列之太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卷发女神弹性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5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GURUIYOUDAN净颜组合-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1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百圆美妆玫瑰花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7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玫瑰花油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8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DCIE瑞曦水光养肤无瑕底妆组合-水
润无瑕气垫BB霜+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DCIE瑞曦水光养肤无瑕底妆组合-水
润无瑕气垫BB霜+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DCIE瑞曦水光养肤无瑕底妆组合-水
润无瑕气垫BB霜+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隔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3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御研堂活性组合-活性组合粉+活性组合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活性组合-活性组合粉+活性组合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活性组合-活性组合粉+活性组合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草本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草本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氨基酸草本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紧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紧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紧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活力紧俏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活力紧俏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当代美紧俏轻盈组合-活力紧俏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活性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紧致提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8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WS·PALACE腹部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98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头发纯净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69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头发净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瑞美荟玫瑰精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曼妃精粹奢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玫琦御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缇雅 · 香集 肌底焕颜露（薰衣草
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0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优理氏   烟酰胺亮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13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珞梵炫眸速干眼线液笔02魅棕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14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肌情黄金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情黄金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情黄金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锁妃儿玫瑰鲜花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6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锁妃儿玫瑰鲜花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6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锁妃儿玫瑰鲜花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26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棠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1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哲博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2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棠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3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维雅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盈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4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盈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4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轻盈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4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珞梵炫眸速干眼线液笔01炫黑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50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植萃精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51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CHTING甲油胶（蛋白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52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婉丽臻颜御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53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水光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4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奢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蜂蜜柚子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玫瑰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妍气韵水新赋活密集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1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宜肤美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3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婉丽臻颜御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6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肽水光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肽水光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肽水光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柔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3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肤美  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48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CE璀璨美肤套—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5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CE璀璨美肤套—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52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healyn 润肤保湿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53
美姿来(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hunpt春婷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66
广州市卓斯顿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C迷人弧度塑型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迷人弧度塑型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迷人弧度塑型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WeI  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69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7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西羽梵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植物菁纯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85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KETOSAY喜欢说闪动丝袜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87
广州市希诗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心渼康植物菁纯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90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杰乐利唤醒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92 广州致诚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蝶婉丽臻颜御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894
广州市蝶婉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AC流光豹纹眼影盘 401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0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流光豹纹眼影盘 402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0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ESHME MATCH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RESHME MATCH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RESHME MATCHA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奢提美肌水感气垫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29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 水氧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éla乐拉柔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4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清颜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5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 燕窝深润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 燕窝深润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 燕窝深润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8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 金箔美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3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啰伊芦荟鲜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啰伊芦荟鲜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啰伊芦荟鲜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ture Girl成熟女孩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42 广州广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5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丝滑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6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丝滑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6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丝滑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61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蜂蜜补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1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雪肌弹润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钻石闪亮精华气垫BB霜02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钻石闪亮精华气垫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H.E光感无瑕清透BB霜 23#自然肤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8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H.E光感无瑕清透BB霜 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89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899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肌肤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02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芭斐魔镜变色唇油 02天使星梦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12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小牧爱维C亮肤固体冻干精华片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14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3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缇雅 · 香集 肌底焕颜露（玫瑰水
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1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精粹奢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郁亭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57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LUMINARE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59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62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64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漫完美净颜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68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郁亭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69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72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漫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73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漫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74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郁亭幼肌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86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鲜润补水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8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莜 蜂姿精华赋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88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89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祛痘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94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水润绚彩唇釉#1804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95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凝脂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凝脂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凝脂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0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润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02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兰朵白桦树汁养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04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Léla乐拉柔肌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0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柔肌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1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3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乳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 乳香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蜂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18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邂逅周末氨基酸轻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氨基酸轻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氨基酸轻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绿之道 乳香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32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蕾善 乳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3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瑞康芙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0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瑞康芙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1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乳香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瑞康芙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3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室翁 乳香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 乳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之道 乳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6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可伊娜药蜀葵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8 广州朵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瑞康芙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49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念白烟酰胺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2
广州市兰芯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氨基酸控油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氨基酸控油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氨基酸控油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A.H.E24K金B5玻尿酸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6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丽他 菩提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59
广州市怡丽他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果木多肽水动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61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玫瑰花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63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y  舒缓通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73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巧花容 熊果苷洗卸二合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洗卸二合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洗卸二合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花谷里可可净肤修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86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蔻奇焕肤益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87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提温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0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哈里森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森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森赋活润养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逅周末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森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森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哈里森平衡精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拯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195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fidixh多纷迪丝魅彩流光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0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谷里真我补水保湿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13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肚皮日记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1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幻彩魅惑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28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ERT TRIBES沙漠部落-沙漠艳后十八
色眼影盘（珠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29
广州沙漠部落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肚皮日记草本萃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3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涵数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34
水涵数化妆品技术（广州）
有限公司

爱得源泉水动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43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波娅神采绿氧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4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笛波娅神采绿氧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4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笛波娅神采绿氧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4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桃花肌润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61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桃花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62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缇漫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64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郁亭娇颜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68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深层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69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莜 复活草润泽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71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涯爱靓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匠心灵绣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7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莜 黑海盐高净润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96 广州泛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氨基酸竹炭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29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泊尔黑海盐高净润氧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0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黑海盐净润嫩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黑海盐净润嫩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黑海盐净润嫩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珈TOOJA黑啤酵母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黑啤酵母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0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裸瑟猫咪惊艳轻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5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谷里寄情控油保湿男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6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午后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7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IMIAOD蓝铜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18
广州萱泊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美熊甘果嫩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24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密龄胶原提升精华液+美肌因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27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龄紧致精华液+美肌因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29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尤朵豆乳甜美香氛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4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蜂蜜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5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蜂蜜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6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3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意枫林白茶花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白茶花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白茶花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PINHUI臻品慧臻品植萃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美妈咪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林鱼子酱凝时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4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研春秀发青春滋养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51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蜂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63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科妮维C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7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蔻氨基酸丰盈蓬松洗发乳 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84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EV7光感无瑕裸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87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郁亭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93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蔻水润修护护发乳 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96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E光感无暇清透隔离霜 40#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398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尔健紧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00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奢宠亮妍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0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尤朵酵素蔷薇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03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蔻水润滋养护发乳 炫蓝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05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蔻水润丝滑护发乳 炫橙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07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24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啰伊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啰伊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啰伊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芝妮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芝妮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芝妮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妮灸美 植物清颜保湿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5
广州鑫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吕后纤长凤羽惊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3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香花色 颐养动力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4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57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丽美焕颜美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61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领翔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6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6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6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IMY柠檬清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74
广州尼米优选创意家居有限
公司

她初肌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87 广州弘朔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88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植萃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89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牛油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9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丝盾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499
广州市面膜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涞淇儿祛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1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E24K金B5玻尿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17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斯茗玫瑰精微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6 广州李晴商贸有限公司
莹璇葡柚胶原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葡柚胶原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璇葡柚胶原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7 广州恒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斯茗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8 广州李晴商贸有限公司
博斯茗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29 广州李晴商贸有限公司

易凡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E24K金B5玻尿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37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TOUCH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TOUCH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TOUCH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玫瑰水光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45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修护肌底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49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修护肌底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2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MIN  BLAST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MIN  BLAST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MIN  BLAST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凡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士绮植物草本轻奢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61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xinnuo俏心诺水晶面膜（薰衣草花
瓣）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6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K-NAKED 裸瑟明彩光感美肌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6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补水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补水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补水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7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圣美林鱼子酱凝时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7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修护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76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NIMY薰衣草香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81
广州尼米优选创意家居有限
公司

爱莎旎 马油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88 广州欧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毛孔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89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诱惑 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94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A.H.E24K金B5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97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灵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灵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灵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白柳祛黑头冰河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林星空焕采净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润颜调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H.E24K金B5玻尿酸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3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涵之心多效焕颜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5
广州蕴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ZP烈焰幻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0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酵素泡泡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10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弹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弹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弹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35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1#朱砂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38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5#番茄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0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大能量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4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3#车厘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5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安肌奢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安肌奢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安肌奢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56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神话蓝铜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2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粉黛黑天使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粉黛黑天使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粉黛黑天使卷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红酒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红酒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红酒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细颜洛神花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73 广州欧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4#朱砂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75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2#红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76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悦雅璀璨诱吻慕斯哑光口红06#牛血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77 广州薇晗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AR'S赞玛氏妈咪婴儿乳木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81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颜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85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黄金寡肽美肌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黄金寡肽美肌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face水晶脸胶原黄金寡肽美肌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焕肤肌底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91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箐堂皙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698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也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槿玉兰铂金水光至臻奢宠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24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玥国际玥光宝盒石墨烯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41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冰凉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74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芝颜烟酰胺熊果苷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2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黑珍珠浓黑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黑珍珠浓黑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黑珍珠浓黑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梦幻黑金浓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5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梦幻黑金浓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5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梦幻黑金浓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5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姒蜜蜗牛眼部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5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顺滑绘型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顺滑绘型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顺滑绘型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美肌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1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净颜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3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紧致提拉眼膜+润颜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本妆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69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黄金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7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士绮亮肤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77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PERFECT赋活多效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87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斯卡尼 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浓密俏媚传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9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室翁 水路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89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 水路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0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中科微美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中科微美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中科微美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ATAVIER 植物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36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FonSinea莹润焕颜水光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莹润焕颜水光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莹润焕颜水光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虾青素舒缓修护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2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E24K金B5玻尿酸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7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H.E多效修护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49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灸美 植物多肽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52
广州鑫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诗琦蓝铜肽补水保湿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62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洋甘菊补水滋养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68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烟酰胺亮颜奢宠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199972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兰西活泉植物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05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焕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0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0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和康整体舒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29
广州莱芙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吻 透皙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32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妆芝颜神经酰胺酵母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35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xinnuo俏心诺胶原弹力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43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xinnuo俏心诺水晶面膜（玫瑰花
瓣）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44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RBAN gardener城市花匠 炫酷炫黑眼
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48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乔怡爱 牛奶泡泡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64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甄萃坊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65
广州萃源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A.H.E光感无暇清透隔离霜 60#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71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维生素B5+凤凰草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维生素B5+凤凰草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维生素B5+凤凰草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xinnuo俏心诺水晶面膜（洋甘菊）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80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洋甘菊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绿之道 水路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92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康视盾眼部赋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009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玫瑰花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0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视盾眼部赋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果木多肽水动力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2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果木多肽水动力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4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视盾眼部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冻龄活肌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0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哲博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1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视盾眼部赋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1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度纱 红石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圣女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视盾眼部赋能纳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来爱富勒烯多肽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5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果木多肽水动力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29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来爱富勒烯胶原肽青春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42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典赋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43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珀卡芙舒缓精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44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丹皮酚缓释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48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幂雨宣言燕窝胎盘素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54
广州市迪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拿玫瑰靓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55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科拯颜丹皮酚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56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季康典肩颈舒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0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美妈咪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OWEVAN 纤秀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 纤秀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 纤秀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季康典圣元调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73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美妈咪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膳堂百草畅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76 广州然萃化工有限公司

功夫肩颈 肩颈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8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草泥樱花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草泥樱花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草泥樱花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醒眸水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9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蒂姆本迦皙颜焕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197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VEAI富勒烯多肽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03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煊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10
广州市文琼量子科技有限公
司

赋花序玫瑰精华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18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美小分子冰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1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小分子冰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1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小分子冰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1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黑钻驻妍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 舒缓按摩霜+温养
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 舒缓按摩霜+温养
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木蛮子头皮护理管家 舒缓按摩霜+温养
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A.H.E清爽控油多效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6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KovS 冰透水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7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熙堂紧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兰朵百合新活润颜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29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道尚品酵母净源平衡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37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熊果苷焕颜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IFZA酵素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5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菲诗多肽水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55
广州洛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水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晴六胜肽赋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62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姿卉香氛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64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赋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赋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姬乐美赋活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OGEKOS欧戈蔻诗纯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78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七瑾 青春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94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膳堂百草归元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295 广州然萃化工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玫瑰水嫩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05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20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PERFECT 赋活肌源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31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阿本石斛安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4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4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4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47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善颐堂 沉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60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HZ 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75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兰之谊多效赋活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79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水感清肌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80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寡肽新肌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83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色水润提亮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87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NSE烟酰胺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394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和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0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郁亭祛痘清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05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和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10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草泥樱花凝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草泥樱花凝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草泥樱花凝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H.E24K金B5玻尿酸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13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24H 花季亮肤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26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DeSinai晶透无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35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色钻石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36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洋甘菊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海洋之蕴 澳洲羊胎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41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诗莱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46 广州美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色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50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柔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52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NILIAN卡尼恋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89 广东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KANILIAN卡尼恋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89 广东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KANILIAN卡尼恋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89 广东海通药业有限公司

御沁美小分子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9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小分子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9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小分子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49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碧草泉驻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0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碧草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1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碧草泉臻颜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2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碧草泉玫瑰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3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碧草泉臻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4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碧草泉胎盘素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05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 海洋润肌补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28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婴儿橄榄油水
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29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 莲花精华霜（舒缓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31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丹捷斯 富勒烯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32
广东容氏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ftto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3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 顺滑柔润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36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焕肤亮颜套雪
绒花调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3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金番红花充水深润
套番红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金番红花充水深润
套番红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金番红花充水深润
套番红花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金番红花充水深润
套番红花润肤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 Key富勒烯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
护冻干粉+富勒烯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8
广州华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柔安瓶玻尿酸提拉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49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芦荟巨补水滢润五件套-芦荟巨补
水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0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芦荟巨补水滢润五件套-芦荟巨补
水滢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1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芦荟巨补水滢润五件套-芦荟巨补
水滢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2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芦荟巨补水滢润五件套-芦荟巨补
水滢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3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芦荟巨补水滢润五件套-芦荟巨补
水滢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铂烟酰胺水润亮颜套装-水光焕颜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5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水润亮颜套装-盈润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6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水润亮颜套装-水光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7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水润亮颜套装-紧致修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8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香丽韵舒畅草本精华套组-草本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5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丽韵舒畅草本精华套组-舒缓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香丽韵舒畅草本精华套组-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木源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69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芊木源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
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0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凯特之美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凯特之美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凯特之美胸部柔润精华套-精华油+植萃
油1号+植萃油2号+植萃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1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臀部嫩滑按摩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2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身体草本护理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腰部滋润草本按摩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净透滋养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植萃佳丽腹部舒缓套-舒缓修护精
华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6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胸部柔嫩滋润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7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苑庄肩颈养护精华套-舒缓修护精华油+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78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瑷思莉肩颈舒活调理套-肩颈舒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肩颈舒活调理套-肩颈舒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肩颈舒活调理套-肩颈舒活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鲜活补水套-亮肤净化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9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鲜活补水套-仙人掌养颜
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97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鲜活补水套-仙人掌养颜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9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鲜活补水套-仙人掌养颜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599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OO御颜微臻修护套-御颜微臻芯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617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BYOO御颜微臻修护套-御颜微臻悦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618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BYOO御颜微臻修护套-御颜微臻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0619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安瓶多效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6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皙大能量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64
广州聚富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木語靑風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71 广州蔻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玫莉头发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玫莉头发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玫莉头发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爱人皇后驻颜美肌家居干粉+驻颜美肌
家居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88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驻颜美肌干粉+驻颜美肌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0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净透清洁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净透清洁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净透清洁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双烯多效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QiLin安琪琳烟酰胺深层滋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099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貂蝉小姐备长炭净透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0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茹懿莹通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04 广东铭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蒂芙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08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芙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08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芙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08 广州双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小灯泡粉嫩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12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FZA温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1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GEKOS欧戈蔻诗多肽胚胎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17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琪仕美焕颜净透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1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雅莱诗水润光感遮瑕C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雅莱诗水润光感遮瑕C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雅莱诗水润光感遮瑕C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舒润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舒润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舒润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物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32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DRTHAYERS津尔氏金缕梅玫瑰保湿卸妆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40 广州金缕梅贸易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深海净润水氧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深海净润水氧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深海净润水氧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4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么么孕 氨基酸水光保湿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47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欧漫知 山茶花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5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 山茶花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5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 山茶花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57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KRISTING焕颜冰晶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81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咖啡洁面小气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84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8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肤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8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丝滑去角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8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1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皙润百合瓷
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皙润百合瓷肌套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6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玻尿酸补水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舍妆·氨基酸洗护沐套装-舍妆氨基酸
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8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舍妆·氨基酸洗护沐套装-舍妆氨基酸
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1099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舍妆·氨基酸洗护沐套装-舍妆氨基酸
爽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00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添美草本菁萃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0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氨基酸补水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0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氨基酸净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0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四维一体综合尊享套-舒缓修
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液+舒缓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四维一体综合尊享套-保湿修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四维一体综合尊享套-逆龄焕
颜冻干粉+逆龄焕颜溶媒液+逆龄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四维一体综合尊享套-焕颜靓
肤冻干粉+焕颜靓肤溶媒液+焕颜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四维一体综合尊享套-水润保
湿冻干粉+水润保湿溶媒液+水润保湿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BT寡肽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舒
缓修护冻干粉+寡肽舒缓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K-BT多肽赋活祛痘冻干粉套盒-多肽赋
活祛痘冻干粉+赋活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7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ACE FANS至尊多姿纤柔套-ACE FANS纤
柔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8 广州尚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 FANS至尊多姿纤柔套-ACE FANS纤
柔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19 广州尚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2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君贞黄芪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25 广州德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2吻我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0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3唯一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4我在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2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5占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3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6欲望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7狂野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5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8挑衅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222）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7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444）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8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1314）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3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大眼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0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持久小圆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2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光感莹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3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玻尿酸光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4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玫堂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金箔
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5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玫堂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黄金
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6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玫堂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富勒
烯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47
广州资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TAN恒久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0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YUXUEER靓颜隔离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X.YUXUEER靓颜隔离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X.YUXUEER靓颜隔离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速品邂逅自然系列-牧神午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5 广州本空服饰有限公司
速品邂逅自然系列-尼罗河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6 广州本空服饰有限公司
速品邂逅自然系列-雨后清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7 广州本空服饰有限公司
hxymf水氧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水氧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水氧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PHET JHMX预言家系列甲油胶（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59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PROPHET JHMX预言家系列甲油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60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佰俪媛洋甘菊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洋甘菊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鑫雅居胸部舒韵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69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集注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蛋白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蛋白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蛋白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8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一叶富勒烯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90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仰妍漫妮冻龄提拉紧肤凝胶（身体）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92 广州巴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妍堂 蓝铜肽—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195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QIANLE酷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10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清堂尚品 清肌净肤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清肌净肤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清肌净肤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1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LNS魅力女生四宫格轻盈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2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涵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28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eka 西柚遇见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37 广州里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24K修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4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AnQiLin安琪琳虾青素精华修护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43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QiLin安琪琳玻尿酸清滢嫩肤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44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安呐呗拉 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 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 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蒂丹丽多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杏积雪草水润舒缓面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57 广州健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24H经典紧致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65 广州市昊裕贸易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胶囊驻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66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IFZA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6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意枫林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脸玻尿酸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3 广州安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轩堂 火山岩温泉气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5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7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88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正芫堂美芯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91 广州伊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SUNEN玻尿酸即润精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298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HCM六胜肽优肌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03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仰妍漫妮冻龄提拉紧肤凝胶（脸部）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06 广州巴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贵人滋养粉+滋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滋养粉+滋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滋养粉+滋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薇悦心【明眸】眼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雷公炮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公炮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公炮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公炮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公炮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雷公炮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贰拾玖·获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6 广州获美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肤士绮植物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7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悦心【亮颜】光感淡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2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YLD 奥图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3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奥图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3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奥图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3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雪润保湿黄金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3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棉雅欣 水漾青春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36
多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薇悦心【净颜】净痘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OQ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4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绣后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46 广州市菲帆贸易有限公司

BOQ润眉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4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imisimi 私语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58 广州蜜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粉钻暗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6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芕栩小分子活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6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经典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经典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经典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复古红#666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复古红#666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优美富勒烯魅惑焕采口红复古红#666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菲卡OFFEW方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2 广州星驰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OLYME茉蜜恒彩魅泽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3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TF黑管白管烈焰幻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6 广州卡凡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可茜慕斯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77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李记植物水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82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熙胡萝卜素滋润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86 广州愉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9紧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87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10热吻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89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焦半哑唇膏 01醉爱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0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Fairycloris柔雾持久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1
广州绝色佳人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韩氏娜多水嫩修颜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5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咖啡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咖啡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ANf咖啡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3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GO Health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GO Health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GO Health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ail角质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2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活力亮透冻干粉+活力亮透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27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北女人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39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6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6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6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烟酰胺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烟酰胺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烟酰胺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箐堂皙润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94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箐堂清新活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497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婵美私人定制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箐堂皙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02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箐堂皙润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04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PERFECT莹润保湿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15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Teddy Bear Collection Crush 
Perf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17
卡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浦生物 虾青素动力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 虾青素动力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浦生物 虾青素动力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3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鱼子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2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3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拾玖·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55 广州获美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荟妍堂 玻尿酸-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56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H.E24K金B5玻尿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58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6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6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 富勒烯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71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寡肽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73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HYT  半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7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王燕窝水养水滢·香柔丝滑柔顺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79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素唯美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4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香蜂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5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墨红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6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8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91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苹果薄荷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94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95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荳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596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水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0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青春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理氏小灯泡补水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7
广州优理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1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贞美邂逅丝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邂逅丝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邂逅丝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瑟凝萃幼肌鲜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42
广州皓轩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箐堂皙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53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臻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臻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道福灸臻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箐堂皙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61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芕栩新清滢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7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水亮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85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86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水龙血树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687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博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02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修护肌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1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模范鸟花漾柔光遮瑕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1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玫瑰天竺葵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18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CUTíSCURA雨润滋养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轮廓唇线笔 01古典珊瑚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柠檬百里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2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優尚伊双头六角眉笔#01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7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優尚伊双头六角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8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優尚伊双头六角眉笔#04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29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優尚伊双头六角眉笔#03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0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轮廓唇线笔 04爵士浆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轮廓唇线笔 05桑巴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2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轮廓唇线笔 02都市芋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5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轮廓唇线笔 03浪漫洋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魔镜变色唇油 03丘比特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7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魔镜变色唇油 01清纯女主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38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4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4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4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夭星河琉璃高光膏 D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胶原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7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恩草本水份源舒缓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7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熙量子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7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去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0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生堂羊胎素紧致舒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一生堂羊胎素紧致舒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一生堂羊胎素紧致舒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丽莎九参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3
广州市俊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活酵母焕能活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贝丽小分子透明质酸钠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89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西北女人活颜焕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90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MODA MORA时光印记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9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MODA MORA时光印记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9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MODA MORA时光印记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179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芕栩燕麦浆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0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太极玻尿酸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1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么么孕 青春修护眼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0
么么孕（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泊薇泉微振动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薇泉微振动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薇泉微振动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富勒烯弹润抗皱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温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24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诺丽莱玻尿酸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35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西北女人璀璨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37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北女人盈润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48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抚肌臻奢赋活凝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1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RETRO LONGLASTING  
MATTE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RETRO LONGLASTING  
MATTE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RETRO LONGLASTING  
MATTE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MODERN  
LONGLASTING  MOISTURIZING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MODERN  
LONGLASTING  MOISTURIZING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DREAM  MODERN  
LONGLASTING  MOISTURIZING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H水光肌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H水光肌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H水光肌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5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RX鎏光之吻动感修护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67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AMR阿姿美尔男士涌动香水（银河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69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llegeros细致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llegeros细致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llegeros细致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诗泉净爽清透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净爽清透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净爽清透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思豪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8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丽莱烟酰胺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891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D.V.V小魔方水润防护隔离BB霜-修颜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03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 水光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0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07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果木多肽水动力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08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心情日记三件套-钻石土
豆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2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LY MOOD七月心情十五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25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3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科妮维E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37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神秘色彩尤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3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心情日记三件套-奢钻蝶
色柔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CIKUF倾唇之吻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1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皙提花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2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CIKUF倾唇之恋炫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5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6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复古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7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元气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8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泫雅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49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50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51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摩卡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52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鎏星丝绒口红-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53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女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女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女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男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男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詩葆贝婴儿润唇膏（男童）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7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深邂逅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2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姿妮尔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3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夏奈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5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莎漫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6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洛斯达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7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罗马传奇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8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朗米氏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89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花絮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0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赫兰娜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1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芭曼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2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IVEIY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3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花谷里邂逅去角质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5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聖德澜法国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1996 广州安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聖德澜传情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01 广州安朵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益生菌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0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ADMIERUAL鸥德洣菈氨基酸净透温泉卸
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07 广州市卡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叶绿素海绵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1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形象美净爽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爽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净爽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郑萌萌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35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柏姿深海水母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4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柏姿深海水母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4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柏姿深海水母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4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UTíSCURA滋养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4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拓蔻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49
广州市睿恒智通电子有限公
司

泊芝澳积雪草双萃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51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

膜芝玻尿酸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56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歆驿素颜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5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婉美女神神经酰胺积雪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59 广州盈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芝烟酰胺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0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温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思琳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4 广州熙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6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千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7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温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千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8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ka 仙女橙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95 广州里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9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9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09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澄糖山羊奶细滑透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澄糖山羊奶细滑透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澄糖山羊奶细滑透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温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0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千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温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莱雅御养生姜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1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千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富勒烯胎盘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富勒烯胎盘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美蕾富勒烯胎盘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寡肽新肌展颜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34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3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3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6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4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0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1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2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4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5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资语芯香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0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轻丝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轻丝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氨基酸轻丝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漾清润净透卸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7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蝶澜玫瑰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68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氨基酸激情控油洗发露（海洋
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7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唯诺 醒肤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81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BEUYELS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8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时光精雕冰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8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玫瑰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经集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1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NZIDIE水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0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芫堂娇韵护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05 广州伊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活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07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水太极玻尿酸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0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伊柯曼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龄清新光感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27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绿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31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KEE鲑鱼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32 广州鎏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递康 紧肤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4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芭妆植萃皙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61 广东原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竹炭去黑头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竹炭去黑头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竹炭去黑头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婴儿橄榄油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67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可窈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窈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窈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0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可卡莉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 水盈清爽不沾杯丝绒雾感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8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粉黛迷蝶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229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姿琳富勒烯原液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2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姿兰九胜肽冰爽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27
广州协美全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金兰花鲜萃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2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富勒烯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3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烟酰胺原液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3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婷  玻尿酸浓润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37
广州市凯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水光蜂蜜净肤提亮补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4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碧泉洋甘菊多肽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4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媞娜富勒烯亮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45 广州皓恩贸易有限公司

萃然美氨基酸赋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5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石墨烯净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5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烟酰胺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5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妮泉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58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玫瑰多肽嫩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60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碧泉富勒烯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6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臻颜净透套-臻颜净透冻干精华
粉+臻颜净透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70
暨肽科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妙龄姬多肽紧致密集修护冻干粉+妙龄
姬多肽紧致密集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7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雏菊姐姐立体修护冻干粉+玻尿酸保湿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79
凯荟（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美希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91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 修护肌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39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青春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维雅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维雅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香氛嫩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香氛嫩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香氛嫩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0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诗水漾迷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16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XI舒盈养护二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18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藤伊莲娜氨基酸洗发水[水润柔顺系
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39
广州伊莲娜美容养生有限公
司

众蔻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乳 炫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41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蔻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乳 炫蓝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42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碧莲香氛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48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发古芳祛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50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发古芳氨基酸滋养洗发露（祛屑伴
侣）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52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雾面哑光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6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思琳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71 广州熙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芝颜富勒烯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82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藤伊莲娜氨基酸护发营养乳[水润柔
顺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84
广州伊莲娜美容养生有限公
司

QIANZIDIE水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89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红景天亮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活酵母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妍堂 玻尿酸-水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3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健康坊 美如玉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4
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素颜女神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ARTKEN 亚婷雪肌玉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499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国色夫人焕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03 广州天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萌萌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08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模多肽修护补水焕肤套多肽亮泽焕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11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顾姿堂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39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5B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YLD 茶树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茶树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茶树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普普通通系列双色指甲
油T05R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铂兰之钥 温润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5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澜鱼子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61 广州市蝶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唯雅邦植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69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乔柔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7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ddy Bear Collection Adorable 
Beloved Perf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74
卡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Y&Y  BEAUTY  GENTLE  EXFOLIANT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BEAUTY  GENTLE  EXFOLIANT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BEAUTY  GENTLE  EXFOLIANT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丝特淘米水植物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9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EYUE怡玥婴肌能量喷雾（晚安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96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瑾美希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97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丝盾水解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598
广州市面膜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xymf纤盈双头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纤盈双头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纤盈双头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丽雅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05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碧蔻童颜紧致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13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臻亮滋养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17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蔻御养生姜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1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2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ND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2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颜臻铂洗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颜臻铂洗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颜臻铂洗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 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4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4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暨梵尼臻颜净透套-修护晶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50
暨肽科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CUTíSCURA滋养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5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绿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5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éla乐拉本妆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62 广州乐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伯特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67 广州佰盛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元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润美肌玉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0 广州吉文贸易有限公司

绮瑟焕颜鲜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3
广州皓轩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焕颜再生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润美肌美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6 广州吉文贸易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银河流星纤长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697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润美肌玉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00 广州吉文贸易有限公司

NINESKIN修护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14
广州华与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拓蔻焕肤修护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15
广州市睿恒智通电子有限公
司

韩氏娜多水嫩修颜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19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3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碧莲香氛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5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荔延臣秀植萃臻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5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悅桐顏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悅桐顏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悅桐顏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玫瑰晚安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堂滋养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2 广州丽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4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甯儿甲缘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甯儿甲缘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甯儿甲缘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784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SHEMAO奢貌 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0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软黄金养发霜倒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04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有一方蜂胶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1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心情日记三件套-丝绒雾
面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1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秋水明眸魅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1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ing娜婷双色立体高光修容粉 
NO1T13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17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太极玻尿酸补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0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悦来悦好 秋水明眸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6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6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6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尼臻颜净透套-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27
暨肽科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不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0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不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0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不可卸延长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0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柔皙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1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ing娜婷双色立体高光修容粉 
NO1T15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2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梵尼臻颜净透套-九肽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6
暨肽科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7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尼臻颜净透套-修护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8
暨肽科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翘贝丝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39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YELS娇韵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4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舒畅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4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肩颈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4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泉富勒烯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5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焕肤亮颜套雪
绒花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5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多效防护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6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红景天亮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6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7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7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7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活酵母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7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烟酰胺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7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钱钱的魔法口袋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88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X·INST 素颜肌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94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妍堂 眼肌传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2898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抗衰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皇家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嫩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嫩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嫩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奢润补水紧致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奢润补水紧致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奢润补水紧致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紧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莹润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莹润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莹润紧致胶原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丽姿胶原补水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ZA 晶透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彤茗堂赋活草本调理套彤茗堂草本能量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深层清洁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3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庄玻尿酸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39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贝露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40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福堂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4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萌萌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59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萌萌清肌原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60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莱雅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64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养世佳四季清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2982 广州玉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蔻护颜水感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0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畅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15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卡芙舒缓精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18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益堂韵美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19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2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拿背部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47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简馥诗焕颜律动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51 广州吉文贸易有限公司
麦拿女人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57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标妆速干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速干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速干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益新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6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施益新雪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7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hxymf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泽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8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洛华侬 补水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8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悦身香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097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精细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精细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精细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0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婴儿山茶油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14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NAZI艾娜姿防水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1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EYUE怡玥婴肌能量喷雾（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雲蒙藏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雲蒙藏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雲蒙藏草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29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紧致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紧致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紧致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富勒烯初颜深层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 双头自然雾感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Blance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
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 Blance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
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 Blance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
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泰玫莉美肌隔离雪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4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美肌隔离雪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4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美肌隔离雪松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4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gian焕彩紧实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5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海洋保湿防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57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婴儿山茶油滋
养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58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山茶油滋养防
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59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海洋营养特润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60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立美活颜紧肤套-活颜紧肤冻干粉+活
颜紧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64 广东善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 SERRMII邂逅美肌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柔情丝滑雾面唇釉（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4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吉米柔情丝滑雾面唇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5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资源堂温养系列套装鹿茸萃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7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源堂温养系列套装鹿茸萃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8 广州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润颜美肌修护套装-水源保湿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7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润颜美肌修护套装-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80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润颜美肌修护套装-润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8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润颜美肌修护套装-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82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千策玻尿酸珍珠靓肤面膜套装-玻尿酸
珍珠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187 广州千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面部修护套 媚惜五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01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抗皱紧肤套 媚惜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02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莹肌靓肤套媚惜九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03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04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舒缓修护冻干粉组合 舒缓修护冻
干粉+舒缓修护溶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3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星空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4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星空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4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星空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4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玻尿酸小分子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5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莊柏雅 · 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5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谱洛旺思爱私密语溶酶液+爱私密语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57 广州贝玲安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熊果苷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色夫人 焕彩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64 广州天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BRAND TOME C06 口红Caramel Nude 
(奶茶裸)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7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莉遇坤植物靓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78
广州市极上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田材夕多肽美肌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佳心植物净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BRAND TOME C07 口红Dusky Rose 
(玫瑰哑)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4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提虾青素紧致焕采精华液（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0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涯爱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IYUNSI 美云丝侧柏叶控油强根洗发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2
广州市美云丝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 茶树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姿琳烟酰胺提亮润泽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姿琳透明质酸钠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诗倾城时光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3299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君贞麒麟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04 广州德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玫瑰晒春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0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玫瑰晒春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0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玫瑰晒春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0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君·老姜王萃取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0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涯爱靓积雪草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生红颜 金致紧颜修护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20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绿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2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胶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3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可卡可娜LPP复合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40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珍有酵酵母肽塑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48 广州春佰亿贸易有限公司
hxymf魅臻明彩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5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魅臻明彩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5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魅臻明彩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5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小白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55 广州铭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美希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58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RDEN肌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69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宠影樱花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71 广州腾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红景天亮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7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新水润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新水润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清新水润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天然海藻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386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小麦蛋白强韧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鱼子醒肤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6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八杯水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八杯水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火山泥倾慕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08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沉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0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舒挺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慧丝特淘米水植物清爽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宠倩CONSENT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4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WORLD FAIRY焕颜多效初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多效初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ORLD FAIRY焕颜多效初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1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有一方植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23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家有一方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2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老姜王强韧发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2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護芳閤清爽沐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0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icare安瓶VC原液升级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ricare安瓶VC原液升级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ricare安瓶VC原液升级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 蚕丝柔滑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護芳閤活力健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38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富勒烯弹润抗皱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41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美希小分子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45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诗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4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瑾美希复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49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R养肤绒雾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54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
公司

LR养肤绒雾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57
广州市懒人家族化妆品有限
公司

睿谛娜海藻植物精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谛娜海藻植物精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谛娜海藻植物精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0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妍悦色蜜润口红（YG104秋海
棠）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7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妍悦色蜜润口红（YG103醉红
晕）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听雅丝绒哑光口红5#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69
广州微峰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花妍记花妍悦色蜜润口红（YG105羞罂
染）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7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听雅丝绒哑光口红6#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79
广州微峰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听雅丝绒哑光口红4#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480
广州微峰会投资发展有限公
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深海植物水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娇颜焕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09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EYUE怡玥婴肌能量喷雾（透亮）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1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蝶茵丽肌胶原修护固态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17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瀞儿玻尿酸多效防护保湿面膜套组-补
水保湿防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26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瀞儿玻尿酸多效防护保湿面膜套组-玻
尿酸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27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lky Face斯琪菲丝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2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eiyue菲约·燕麦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39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4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YUE怡玥婴肌能量喷雾（紧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47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婴肌能量喷雾（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49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6#queen
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6#queen
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6#queen
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5#royal
御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5#royal
御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5#royal
御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1#lip 
balm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1#lip 
balm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1#lip 
balm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4#princess公主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4#princess公主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4#princess公主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3#lotita
萝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3#lotita
萝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03#lotita
萝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2#goddess女神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2#goddess女神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ERLBOL俏泊钻石口红套盒-
02#goddess女神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蒂奈儿御庭奢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御庭奢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御庭奢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5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汀美公主尊享系列调理套组-调-能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汀美公主尊享系列调理套组-调-能量疏
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倩CONSENT水活能玫瑰纯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6 广州天瑜科技应用有限公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0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之秘净面焕肤套-净面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15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之秀年华修护美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17 广州诚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Maple Charm石墨烯能量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2 广州温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玫瑰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3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帝皇蜂舒缓补水套装—帝皇蜂
舒缓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影花香海盐润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2 广州腾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薰衣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4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时代烟酰胺滋润透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IVESTOYEA水漾透皙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7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洋甘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49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ber晶莹透亮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0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蔓雅圣蒂 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1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肌本透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2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时代舒缓保湿芦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4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深盛绘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5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玫瑰时代臻润持妆无瑕保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56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舒柔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60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柠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61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62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乔润隔离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6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664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ACLEAN夏纯水润绚彩唇釉#18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00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晶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04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百魅米娜富勒烯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1 广州米娜百魅贸易有限公司

鼎熙堂润颜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6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润颜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7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黄金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8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熙堂恒润亮彩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19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2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2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积雪草修护套装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2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木小妆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小妆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小妆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色妃火山泥吸黑头鼻膜黑头导出精华
液套装-火山泥吸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46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色妃火山泥吸黑头鼻膜黑头导出精华
液套装-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47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剿巢i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4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粉黛妩媚三合一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50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回拨时亮肤菁华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64
广州回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泊尔燕窝蛋白多效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6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莹润补水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莹润补水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莹润补水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走珠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7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铂丝滑嫩肤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81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润透丝滑焕亮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82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 优润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8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绒丝蔻富勒烯洁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1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富勒烯洁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1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富勒烯洁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1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富勒烯洁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1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桂芝净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79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曼妃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尹真熙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五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五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五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四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四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四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二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二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二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三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三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三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一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一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派元素能量按摩套组（派化一
号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1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芝澳富勒烯奢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21
广州百济新特药业连锁有限
公司

荔延臣秀桦树汁水光肌底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2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二件套-美润透红
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27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庄金靓丽美润透红二件套-美润透红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28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LB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48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涯爱靓六胜肽抗皱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5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怡妮焕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60 广州古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妃嫚清肌调理水套盒-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63
广州市健龙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A.M.G暮光彩妆套装礼盒-暮光大眼浓黑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6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肤宝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丽肤宝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丽肤宝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丽肤宝富勒烯莹润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丽肤宝富勒烯莹润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丽肤宝富勒烯莹润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嫩玉容贵妇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3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凡 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易凡 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菲诗臻奢净颜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24
广州洛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美姿JIAMEIZI氨基酸三合一隐形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27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妆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28
广州市密妆秘坊生物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AKERO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3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嫕度小金瓶9号纳米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31 广州医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诗宝小分子 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小
分子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34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VSEY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肌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35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VSEY冻干精华面膜（固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36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军锐生物莹肌抗皱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5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世黛时光肌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6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贵人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王桂芝净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4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涯爱靓柔润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IGQ植萃清源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55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SHJA御养生姜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58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6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6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6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水漾净柔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8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睡莲怡人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有一方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9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PVL极润水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94 广州盛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植物蕴能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399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自然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ETEMENTS  根根分明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17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回拨时亮肤菁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20
广州回拨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递康 舒润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2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达安美玑 寡肽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寡肽
虾青素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31 广州和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GI丝柔养肤粉底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39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热卖小铺修容立体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41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摩登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4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蜜爱茑萝花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5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傲净颜养肤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58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青不玻尿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73
广州小咪小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pamao清爽丝滑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77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HANSIYU御养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79 广州和谐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婷生姜控油舒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84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王桂芝净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8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8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08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肤泉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11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115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佰递康 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11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歆驿多肽修护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0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欧维萃植粉眉笔（03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11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亮肤泉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1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欧维萃植粉眉笔（01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1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BRAND TOME C05口红Sheer Coral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21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亮肤泉靓颜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2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悦色焕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3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焕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3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美肌活力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4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美肌活力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4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美葵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247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YMQJR眼部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0 广州医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LD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茴香罗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茴香罗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茴香罗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丽诗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95
广州甜妆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龄草本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9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9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39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时莲眼部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16 广州吃亏是福贸易有限公司

DaMoNae黛曼尼弹翘羽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0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妆烟酰胺臻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2
广州市亿黛莉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MoNae黛曼尼亮颜无暇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5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婉婷生姜精萃植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6
上善天润（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DaMoNae黛曼尼黑天鹅魅黑长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7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橄榄油舒爽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2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3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3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3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夫桂花清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桂花清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桂花清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兰之钥 火香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4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 木香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5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KaKa Park少女印迹雾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56 广州妍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 土香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85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槿玉兰黑金御养粒子修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86 广州汇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 金香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88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 水香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489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六胜太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09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16 广州艾美儿商贸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6 噢！亲爱
的 OH DARL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19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全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7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全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7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全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7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2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姿兰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4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4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4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世黛水光肌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48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梵三重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51 广州碧容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2 我愿意 
SAY YES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55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锦春堂细柳迎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6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纪语沉香茶酵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66 广州纪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KM玫瑰花苞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玫瑰花苞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玫瑰花苞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 丝绒雾感唇膏（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1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唯诺黄金时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3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日洁化修护亮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杰日洁化修护亮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杰日洁化修护亮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7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紧致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82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润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83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悦色调肌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9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调肌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9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东方扶康.青春态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94
广州市伊佳乐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V.RX鎏光随心造型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4596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艾科妮 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00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泉 黄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0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迪珍藏浪漫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30
卡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迪珍藏红粉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32
卡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蜜诗壳聚糖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36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六胜肽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37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4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4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4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UNSI 美云丝茶树油水润净透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51
广州市美云丝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优棉雅欣多肽臻致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54
多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VHAVC清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清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清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60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焕颜修护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6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OLOUR CC2卡露茜茜金三角质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72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LocbHO富勒烯鱼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82
广州市红云邦妮购化妆品有
限公司

澳维尔兰海洋补水美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83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集修堂逆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86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1 请便 BE 
MY GUEST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90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3 吹波糖 
CHEWING GUM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9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4 红莓宾治 
CRANBERRY PUNCH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97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 丝绒雾感唇膏（冷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698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芭斐 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5 初恋 
PUPPY LOVE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0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亲恩活泉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05 广州喜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5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5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龄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5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递康 草本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2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氨基酸激情香氛沐浴露（海洋
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0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荘百夫康婴宝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1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HSH丝滑滋润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丝滑滋润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丝滑滋润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婷  肽能黄金赋活智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34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晓宁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晓宁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晓宁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9 运气 
LUCKY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59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涯爱靓苦参根抗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ACLEAN夏纯水润绚彩唇釉#18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3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赞老姜王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5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无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6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舒韵护理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7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植萃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0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瀞儿沙棘多效新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02 广州魔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16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姿琳樱花鲜萃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2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兰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32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紧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紧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紧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洁净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45 广州早发化妆品有限公司

剿巢i淘燕窝树私密润滑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燕窝树私密润滑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燕窝树私密润滑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小丫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3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寰滋养玉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6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寰草本双宝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7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寰滋养腰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8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寰滋养肩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59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UNSI 美云丝水润净透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62
广州市美云丝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百芳丽多肽美肌抚纹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87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V脚后跟护养香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27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摄香西域百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58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暨康元提拉美紧致套-提拉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59 广东善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客尔沃FUNKER VOGT水貂油发芯奢润
基底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发客尔沃FUNKER VOGT水貂油发芯奢润
基底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发客尔沃FUNKER VOGT水貂油发芯奢润
基底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6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坤仕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74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顺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83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倍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倍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倍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49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蛇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04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CAITA氨基酸祛痘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2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黑茶深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 蜜爱魅力芳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5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 悦畅魅力芳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1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酱沁润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酱沁润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鱼子酱沁润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龄康玻尿酸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25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ZIDIE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3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倍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3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菩媞沐 蜜爱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3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坚毅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妃美人汇粉漾丝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7
妃道网络科技开发（广州）
有限公司

菩媞沐 蜜爱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48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53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倍润去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5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幻光宝石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6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6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6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6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寡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7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赫丽丝红色小狐仙境奇幻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89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魅惑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90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魅惑香氛柔顺滋润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93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奢宠精萃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0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茶多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4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水漾去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7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葆玛之谜晶嫩按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晶嫩按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晶嫩按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 悦畅植萃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09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LNS魅力女生轻透柔光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10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酥域 轻盈通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11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O'BISHA欧碧莎水漾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14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丝滑羽透持妆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16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 青春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24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藤制净肌植萃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28 广州市紫松贸易有限公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深海珍珠靓肤保湿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33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可美金钗石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3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DR 小奶瓶胶原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39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名膜氨基酸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45 广州十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LaPa vitamin c facial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vitamin c facial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Pa vitamin c facial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RU韩汝小金钻流畅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5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2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水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初奢养明眸滚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0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幸福之源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2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培元养护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3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娇韵舒畅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4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净化清透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5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肩颈舒缓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6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芦荟滋润柔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芦荟滋润柔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芦荟滋润柔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珍珠晶透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珍珠晶透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珍珠晶透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男士橄榄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男士橄榄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男士橄榄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粉红豹纹遮瑕气垫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1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贵妇酵素年轻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7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QDQ富勒烯丝滑水嫩洁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富勒烯丝滑水嫩洁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富勒烯丝滑水嫩洁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洋甘菊舒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洋甘菊舒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洋甘菊舒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黑珍珠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黑珍珠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黑珍珠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保湿嫩肤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保湿嫩肤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保湿嫩肤柔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贵妇活肤美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17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尤科林醒肤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2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28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DR 小灯泡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36
广州寇诗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BRAND TOME C04口红Bright Red (正
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38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水润绚彩唇釉#18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0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Dust贵妇净肤温和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2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净逸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净逸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净逸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4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StarDust贵妇素面去角质润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6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StarDust贵妇水感透亮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8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型蔻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49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贵妇亮肤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50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水漾美肌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53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hxymf沙漠之星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5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沙漠之星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5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沙漠之星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5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香氛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64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安纤植萃4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6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纤植萃3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6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逸野菊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7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净逸野菊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7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净逸野菊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75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幼肌佳人酵母赋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83
广州白云区庄容中医药研究
院

安纤植萃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8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香薰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86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29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恩 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17 广州瑞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相伴一生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22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孕可美愈创木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23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29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水漾补水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32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可美复活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33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露兰黑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3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黑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3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黑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3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可美金纳米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1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胭红兰缕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保湿防粗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保湿防粗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保湿防粗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水润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水润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水润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4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可美甘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54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5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5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5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合胶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58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蔓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60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格驾到童颜焕采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83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HerFacial Pro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92
海豚妈咪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水漾净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97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纤植萃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39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Facial Pr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06
海豚妈咪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0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0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0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零依维生素精华液（B5）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09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蔓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1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邦美康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冻干
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2 广州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尊享紧致蔻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尊享紧致蔻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尊享紧致蔻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可美金钗石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1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MIUVIEL·缪薇尔青春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21
广州市嘉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多效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2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保湿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清透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Facial Pro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39
海豚妈咪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44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48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舒颜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5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色醒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5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醒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5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蘇語凝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58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si-ding斯奵蔚蓝男士净澈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0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祛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绪美丛林秘境星钻唇膏406夜空精灵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3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保湿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绪美丛林秘境星钻唇膏999丛林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5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幼肌佳人酵母赋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68
广州白云区庄容中医药研究
院

芈肌焕颜新肌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7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悦色安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7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安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7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O`RLG小红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7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小棕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7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VOH多肽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80
肌妍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O`RLG小黑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玑莲摩洛哥阿甘油嫩肤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85
广州美玑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小蓝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9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深海珍珠靓肤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92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源世家柔润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494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森叹密罗木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01 广州森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氨基酸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0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氨基酸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0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氨基酸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0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1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多肽美肌原液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1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可美冬虫夏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22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轻透水漾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特菲芮玻尿酸姜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3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特菲芮玻尿酸姜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3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特菲芮玻尿酸姜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3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深海珍珠靓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38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凰上凰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39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宙元三合一洗护乳（旅行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4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4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蔓富勒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59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LOE SNOW人参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LOE SNOW人参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LOE SNOW人参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6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ollow heart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85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泉 黄金奢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8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型蔻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596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05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07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深海珍珠靓肤保湿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22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UNYA滋养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51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绿茶速净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57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零依醒肤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58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娜银河流星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6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宙元精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66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本蓉胶原蛋白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本蓉胶原蛋白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本蓉胶原蛋白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OLI 奢宠莹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8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蘇語凝赋颜时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83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涯爱靓咖啡因紧致焕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妮丽雅金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92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盈透空气轻蜜粉（M02柔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93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羽扇绒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9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花秘润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699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莲黛·玫瑰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0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玫瑰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0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玫瑰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0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脉妆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11
广州维利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6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6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6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正伴侣奢宠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66
广州市富兰克林综合门诊部
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黑头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69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丝蒂芬妮娅花秘雪凝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778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CCIA净透柔嫩草本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01
广州非陌非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馥诗焕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03 广州吉文贸易有限公司
麦克侬 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丝柔亲肤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4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细颜净透靓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71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之慕烟酰胺雪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80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蘇語凝盈润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81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NATDECL 自然宣颜贵妃柔润洁面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91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ALVA亮妍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899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花伊畔高山狭叶薰衣草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桂芝雪肌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0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亮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14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酷古玫瑰橄榄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0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HDBD本真柔光慕丝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1 广州卓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钻石明彩亮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古麦卢卡蜂蜜橄榄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3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TOP SONNA大红管奶油丝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5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济世童颜·童颜修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世童颜·童颜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世童颜·童颜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28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古乳木果橄榄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31
广州聚星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洛芬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39 广州传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世童颜·童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4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秀发.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48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兰贝诗 泉芯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兰贝诗 泉芯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52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哆梦缘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4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雪绒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9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雪绒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9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雪绒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9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绒丝蔻雪绒花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69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HZ 靓肤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74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吾の月蜗牛原液嫩肤深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77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流沙柔美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1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蔚蓝男士活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2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丝滑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3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莲黛·茉莉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茉莉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茉莉吸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4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鲜控衡露 2# 粤G妆网备字201920598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肤堂  臻致皙润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臻致皙润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臻致皙润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丽思 野菜鲜肌焕颜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1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宙元精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16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伊尚雅盈透空气轻蜜粉（M01晶
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25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宙元精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30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3e4海藻精粹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e3e4海藻精粹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e3e4海藻精粹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宙元精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44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兰姿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舒韵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挚爱水吻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4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皙提玻尿酸肌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7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宙元精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58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蕊思薄荷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60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曲肤堂  精粹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8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精粹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8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精粹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8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可美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83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红宣言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89 广州世恩贸易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reathing herbs 榡呼汲爽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098 广州靛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尤科林维生素精华液（B5)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04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茉香疏影女士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月亮清透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07 广州悦欣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舒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1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裸瑟润色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15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Doctor De寡肽头皮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22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花之鲜净露 1#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26
广州莫小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轻盈定妆四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7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轻盈定妆四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7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轻盈定妆四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7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莲花轻呼吸气垫水
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8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雪嫩亮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9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雪嫩亮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9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洋甘菊迷你护手霜套装-洋甘菊
雪嫩亮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19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沪美 倍润保湿细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细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倍润保湿细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乔柔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5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NZIDIE芬芳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细致倍润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细致倍润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 细致倍润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芳丽多肽修护溶酶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21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魅凝亮舒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70 广州爱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蕊思水晶玫瑰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73
广州芙蕊思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蜜丝莉缇玫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7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宙元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87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富勒烯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39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高倩多元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1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精致瓷感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1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寡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寡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寡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润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2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世姿纪洋甘菊微肽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32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色灵眸绽放盈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3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宙元精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38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NZIDIE水花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43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萨芭素舒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45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原色印象持久水唇膏09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64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吉米原色印象持久水唇膏06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65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琦玥美燕窝臻颜滋养护肤五件套-燕窝
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6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惜修护套-媚惜修护多肽冻干粉+媚惜
修护多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6479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2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香蜂花均衡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3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嫩肌亮颜熊果苷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5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美肌冻龄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嫩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7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清茶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柔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39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星眸紧致莹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0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润弹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1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祛痘套盒-百花祛痘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2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祛痘套盒-鲜萃保湿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3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祛痘套盒-百花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4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祛痘套盒-百花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ACE FANS至尊多姿纤柔套-ACE FANS纤
柔植萃奢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6 广州尚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之秘净面焕肤套-净面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47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舒缓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舒缓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有椰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冻
干粉+依克多因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7 广州品六实业有限公司

水傲源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暖舒养护御养套暖舒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暖舒养护御养套暖舒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暖舒养护御养套暖舒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阳养调理御养套阳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阳养调理御养套阳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阳养调理御养套阳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多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6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透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透肤修护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呼颜本色焕彩透肤修护套-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安瓶烟酰胺沁润五件套-安瓶烟酰
胺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3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安瓶烟酰胺沁润五件套-安瓶烟酰
胺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安瓶烟酰胺沁润五件套-安瓶烟酰
胺沁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安瓶烟酰胺沁润五件套-安瓶烟酰
胺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安瓶烟酰胺沁润五件套-安瓶烟酰
胺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77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蓓儿紧致抚纹眼塑套-紧致抚纹滋养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1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德蓓儿紧致抚纹眼塑套-水透亮泽修护
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2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德蓓儿紧致抚纹眼塑套-微分子眼部透
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3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德蓓儿纳米微分子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4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德蓓儿活酵母透亮净化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5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O'BISHA欧碧莎奢焕系列去油清爽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7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奢焕系列盈润柔顺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奢焕系列柔润丝滑润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89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奢焕系列清爽去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90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奢焕系列香氛润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591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莱氏 活颜醒肤精萃组合 活颜醒肤精
萃粉+活颜醒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38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逐梦之光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3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逐梦之光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3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逐梦之光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3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许愿家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许愿家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许愿家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54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莹堂奢耀迷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61 广州康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晶钻蝴蝶结雕花口红518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6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77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贝泉 红石榴户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82 广州苏贝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小苍兰香熏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1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红参润养气垫皙皙霜 珠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红参润养气垫皙皙霜 绯桃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3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芭美水色胭脂液体颊彩（04微醺樱
桃）

粤G妆网备字2019206698 广州洁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芭美水色胭脂液体颊彩（01珊瑚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01 广州洁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芭美水色胭脂液体颊彩（02日杂莓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15 广州洁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芭美水色胭脂液体颊彩（03霜糖奶
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16 广州洁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情怀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樊文花玫瑰亮油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2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展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展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展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精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精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精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韵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韵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阖五藏極韵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妙堂腹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多肽
冻干粉+腹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多肽
冻干粉+腹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多肽
冻干粉+腹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修护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腹纹之星-修护套腹纹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亿汐寡肽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53
广州薇特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 男士净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男士净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男士净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74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80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富勒烯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83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氨基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89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媞沐 悦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90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9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保湿嫩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797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弄月水光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0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森 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07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CP玻尿酸VC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08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色娜娜 水嫩修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水嫩修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水嫩修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弄月肌活倍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2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源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22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天塑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4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4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4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CP神经酰胺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46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和蕴肌肽润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蕴肌肽润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蕴肌肽润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保湿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5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倍润美肌乳（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6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源草本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7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小丫 痘痘清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79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惑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8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颜草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8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fidixh多纷迪丝逆龄粉嫩温变唇膏
(胡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96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新肤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89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美荟熊果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0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舒妍亮采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臻颜奢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2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枸杞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3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舒妍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4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05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倍润美肌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1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儿康堂婴儿山茶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12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弄月红妍肌活嫩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1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 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2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 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2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花草 补水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2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fidixh多纷迪丝逆龄粉嫩温变唇膏
(樱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26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弄月红妍肌活紧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2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保湿透亮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3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芬烟酰胺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33 广州仟贝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色活肤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3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活肤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3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慕源草本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4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木知春  修护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51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NZIDIE青春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6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雪肤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7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博颜等风来●净纯水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76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晶彩鲜亮唇釉 05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7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宜美珂多重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8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雪肤丝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8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焕肤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8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丰韵美葛根美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88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7 幻彩独角
兽 FUNKY UNICORN

粤G妆网备字201920699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洛华侬保湿透亮乳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0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弹性紧致眼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0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倍润美肌水（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0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积雪草柔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06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三多九如永久花眼肌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13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优肌源肌肽密集修护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肌肽密集修护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肌肽密集修护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水光弹润面膜
（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36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海洋柔肤润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40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立美活颜紧肤套-活颜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45 广东善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08 第七感 
7TH SENSE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5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多肽线雕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52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柔润丝滑唇膏 10 迈亚密宝
贝 MIAMI BABY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5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玫瑰纯露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63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精颜美肌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79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retty媚博士玉容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80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小丫 痘痘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83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Face碧菲斯 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89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096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肌肽活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15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清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19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花弄月 红妍肌活水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清肌嫩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1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圣菲逆颜肽元素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倾慕炫彩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4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倾慕炫彩口红（草莓红 
）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5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倾慕炫彩口红（元气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6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倾慕炫彩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27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御兰姿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活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活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姿活力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3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烟酰胺亮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49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YLD 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百里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百里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百里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5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冬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冬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甘菊冬青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醒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醒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蜡菊醒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HILING美植龄草本胸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6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7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7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7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水晶温变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8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葵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82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sevich hair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8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葵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85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花弄月雪颜晶盈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8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vich hair wax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90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ich hair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207198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致青春·活性肽水盈活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0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vich hair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0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葵沁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04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sevich hair repair solution 
keratin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05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ich edge control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06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星光之耀高光粉饼 月光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1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黑玫瑰冷妍御龄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23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小蘑菇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2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29 广州七分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凯斯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1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eeSen可卸甲油胶（透明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2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禧色可卸甲油胶（透明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3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透明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4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J-Time果酸精华液+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7 广州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补水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49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in Show 优品之秀 三合一卸妆洁
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53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KUOPAI阔牌男士哑光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5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KUOPAI阔牌男士哑光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5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QIAOMEIYAN俏魅妍富勒烯凝时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74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婴儿橄榄油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85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ngeBob SQUAREPANTS婴儿橄榄油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86
广东朝太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 晶钻双头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729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 滋养柔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08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吉米樱花晶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09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诗琳兰卡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诗琳兰卡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诗琳兰卡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1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韩魔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玻尿酸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27
广东信风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Europin Show 优品之秀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46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Europin Show 优品之秀  烟酰胺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47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臻·艾琪格尔 臻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5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臻·艾琪格尔 臻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5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臻·艾琪格尔 臻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5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葵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54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五件套-多
肽补水亮肤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6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6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温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果缤纷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5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777）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7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奇迹唇膏（111）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78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黑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套组多
肽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80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干粉+
植萃水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81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安植 凝世金颜臻品套——美杜莎多肽
精华液+鱼子胚胎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8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美杜莎多肽
精华液+鱼子胚胎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8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薇朵汇活肽水嫩组合套-活肽水嫩冻干
粉+活肽水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85
广州仁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减乐乐JIANLELE富勒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395
广州减乐乐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6789晶钻蝴蝶结雕花口红522亮红宝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1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晶钻蝴蝶结雕花口红516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1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晶钻蝴蝶结雕花口红520蜜桃乌龙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1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V.RX鎏光焕变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26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精萃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精萃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精萃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水酿小鹿蘑菇头气垫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4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藻尚好野生小海藻面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8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宙元精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39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藻尚好海藻玫瑰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41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藻尚好海藻洋甘菊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42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暖男益生元调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53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季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57 广州简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木润鳄鱼油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5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柏素颜 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70 广州艺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欧蜗牛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72 广州天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色黑海盐高净润泡泡SPA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74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ement Elf元素精灵生物活性肽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75 广州小源科技有限公司

甄羽莹润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84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ECoCo玻尿酸植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CoCo玻尿酸植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CoCo玻尿酸植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季黄金胶原蛋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87 广州简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柔焦修颜腮红 01 FIRST CRUSH 
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95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柔焦修颜腮红 03 BALLERINA 
PINK 芭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9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柔焦修颜腮红 02 CHAMPAGNE 
BLUSH 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97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伊丝诺璀璨塑颜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0749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晗燕窝氨基酸清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03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丝植萃香氛洗护套装-魅丝植萃香氛
多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05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斐妮摩术胶原水晶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28
广州汇优名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哒修护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46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贝迪瑞黑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套组黑
海盐净透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63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五件套-多
肽补水亮肤舒缓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64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五件套-多
肽补水亮肤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6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五件套-多
肽补水亮肤舒缓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6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烟酰胺提亮保湿焕颜五件套-多
肽补水亮肤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6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养焕亮甦
活霜+奢养焕新甦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7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安植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鎏
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75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鎏
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7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养焕亮甦
活霜+奢养焕新甦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8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养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8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富勒烯凝时
焕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8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澄光肌
底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8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然歌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美
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58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追色小粉裙持久保湿BB霜套盒-小粉裙
持久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699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 颈部净护套 唤新妍颈部净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0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 颈部净护套 唤新妍颈部提升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 颈部净护套 唤新妍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2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 颈部净护套 唤新妍颈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丽娜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玉女丝带套盒-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玉女丝带套盒-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玉女丝带套盒-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菲逆颜逆龄元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2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4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安纤黄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俏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龙血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38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多效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43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KASSTIYA卡斯提雅微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44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XIOSYMVN修诗曼焕颜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48 广州碧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纤黄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5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色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7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7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肤赫丽丝红色小狐鎏光菁纯绝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74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7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欧维萃植粉眉笔（02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9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追色水感持妆精华粉底液套盒-水感持
妆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799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星眸密长小金条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0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童颜清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07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柔焦修颜腮红 04 PEACH 
BLOSSOM 杏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1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仲静活力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36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青蚨肌底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3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蚨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深海魅蓝臻爱修护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6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补水保湿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硅素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硅素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TEBIOCOO硅素修护组合-酵母硅素修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蘇語凝盈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49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6自然美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6自然美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6自然美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5爱你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5爱你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5爱你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4甜心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4甜心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4甜心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3气质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3气质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3气质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2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2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2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2C律动口红水润枫叶红（71#）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60
广州全效传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2C律动口红丝柔豆沙色（51#）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61
广州全效传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2C律动口红滋润复古红（81#）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62
广州全效传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六胜肽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7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蚕丝纤长
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76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泡泡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泡泡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泡泡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78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FREEMYTH 妃诗婷晶纯丽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17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水木润鳄鱼油修护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28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水感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水感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水感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铂莱卡富勒烯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41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芮思益生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43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莱皙烟酰胺燕窝滋养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46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六胜肽鱼子酱紧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47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玻尿酸水母润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49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富勒烯蜗牛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生物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1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HI-POSE黑海盐深层净化 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黑海盐深层净化 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黑海盐深层净化 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灵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灵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灵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牛油果莹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透肌净化护理套-雪罗兰
透肌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5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生物素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生物素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生物素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九胜肽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九胜肽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九胜肽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北美金缕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北美金缕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懿北美金缕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7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林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润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8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LAIX祛痘修护冻干粉套装 祛痘修护
冻干粉+祛痘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0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林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1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2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奢宠逆龄冻干粉+奢宠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5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美希寡肽祛痘冻干粉（寡肽祛痘冻干
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6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肤草多肽修护冻干粉+易肤草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林小薇修护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
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09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澄糖山羊奶温和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澄糖山羊奶温和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澄糖山羊奶温和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冻干粉+肌肤屏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4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冻干粉+肌肤屏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4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冻干粉+肌肤屏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4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美杜莎多肽
精华液+鱼子胚胎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47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瑾美希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
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0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1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1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1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弹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弹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弹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水光柔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水光柔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水光柔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呵护锁色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呵护锁色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呵护锁色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本木源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7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静芝龄小白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静芝龄小白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静芝龄小白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19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赫丽丝红色小狐丛林非凡丝绒哑光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00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叶子丝绒雾感唇膏（海棠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05
广州魔法叶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MJplus男士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06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S2C律动口红丝柔姨妈色（91#）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12
广州全效传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2C律动口红丝柔南瓜色（61#）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13
广州全效传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MEAST丝情密语口红（青春女神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14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兰精雪肌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梦魅浓长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梦魅浓长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梦魅浓长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29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魅惑立体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立体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魅惑立体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WDODO雾色丝绒幻镜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41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感柔嫩祛角质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45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莊柏雅·青春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4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美姬一号水精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5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补水保湿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52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水光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54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威沉香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79 广州光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诗曼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晗燕窝氨基酸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5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麟亮肤烟酰胺香氛沐浴露ML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7 广州魅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麟亮肤烟酰胺香氛沐浴露ML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8 广州魅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麟亮肤烟酰胺香氛沐浴露ML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08299 广州魅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0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草堂活力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10 广州美生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25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益生菌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2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Face碧菲斯 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28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茶爽均衡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3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葵沁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36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斐妮摩术胶原水晶抗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38
广州汇优名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哒修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40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简美美颜收敛吸油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41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雅妃德洁面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4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花漾觅芳绿海藻胶原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55
广州花漾觅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XIMAN鱼子酱赋活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64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澜氏烟酰胺VC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65
广州慕蓝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芕栩清滢净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6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色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笙妤草本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笙妤草本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笙妤草本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玻尿酸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38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气水果果鲜养细肤莹润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09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oftto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10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FOMIX流光年华九色眼影04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1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MIX流光年华九色眼影05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16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MIX柳眉杏眼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1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MIX沙漠之魂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1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MIX落日余晖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气水果果鲜养雪颜亮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2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气水果果鲜养水感柔嫩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3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视瞳仁舒缓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视瞳仁舒缓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视瞳仁舒缓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视瞳仁赋活明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视瞳仁赋活明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一视瞳仁赋活明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净透醒肤面膜
（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26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郑萌萌青春焕颜组合套 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41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萌萌青春焕颜组合套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42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POSE燕窝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燕窝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燕窝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林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63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7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抚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抚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抚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玻尿酸双重补水套装—玻尿酸
双重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夜间舒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夜间舒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夜间舒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8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调理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调理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调理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透肌净化护理套-雪罗兰
透肌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5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透肌净化护理套-雪罗兰
透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透肌净化护理套-雪罗兰
透肌净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亮晶睛明眸套-雪罗兰亮
晶睛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亮晶睛明眸套-雪罗兰亮
晶睛舒缓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0849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虞美姬均亮焕颜精华组合-均亮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0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欢氏灵芝甘露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03
欢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鎏
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04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润之兰氨基酸清水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06
广州市艾芳俪臣贸易有限公
司

水灵氨基酸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1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1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1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奢多肽赋活臻享套装-多肽赋活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25 广州伊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莊柏雅·眼部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2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2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2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2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林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7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3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40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41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富勒烯凝时
焕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49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美
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50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焕颜养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5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养焕亮甦
活霜+奢养焕新甦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52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禡玳 凝世金颜臻品套——奢美澄光肌
底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53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5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6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弄月红妍肌活紧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6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选100 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精选100 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精选100 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梦妃嫚清肌调理水套盒-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79
广州市健龙美容仪器有限公
司

魅丝植萃香氛洗护套装-魅丝长效丝滑
香氛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580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悦姿水光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610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胶原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863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箔妃亮颜保湿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20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魅之坊亮眸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3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晗燕窝氨基酸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39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济世童颜·童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4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兰精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6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9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小艾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HI-POSE丝羽柔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丝羽柔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丝羽柔光三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8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靓琪     奢宠肌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0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IANE 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05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玑今HUAJIJIN舒缓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11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澜氏烟酰胺VC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12
广州慕蓝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语之悠YUZHIYOU悦颜润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19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染养堂姜汁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2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姜汁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2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染养堂姜汁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2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美康 焕颜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32 广州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净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富勒烯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自然裸妆水光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55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兰精雪肌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5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澜氏烟酰胺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59
广州慕蓝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秋水明眸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6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灵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焕颜修护动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8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森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891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丝PIAOSI生姜灵芝植萃控油祛屑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09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梦欢Menghuan洋甘菊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11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CP烟酰胺盈润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25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语之悠YUZHIYOU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26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玑今HUAJIJIN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27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之悠YUZHIYOU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28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玑今HUAJIJIN明星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29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玑今HUAJIJIN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32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之悠YUZHIYOU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39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之悠YUZHIYOU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48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之悠YUZHIYOU果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8951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玑今HUAJIJIN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06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欢Menghuan茶树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09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欢Menghuan肌源赋活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12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玑今HUAJIJIN针叶樱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14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纯紧致弹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2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花资语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25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花资语芯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31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诺兰精毛孔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3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4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多肽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4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净澈清肌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施婷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施婷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施婷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肌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肌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肌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丝润优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透明质酸钠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5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焕颜嫩肤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6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兰精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7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馨妈妈悦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悦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悦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趣胸部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83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凡趣胸部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84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梦欢Menghuan活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098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细颜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07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欢Menghuan复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08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箔妃清透净爽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19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河边草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23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DLS多效优化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2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之兰维生素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35
广州市艾芳俪臣贸易有限公
司

MENGYAN檬颜幼肌焕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40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4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乐利唤醒能量霜（热带雨林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50 广州致诚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小薇修护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66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小薇修护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67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林小薇修护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6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nSinea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水光高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19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  多效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10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草本澄澈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1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慕初妍时光密码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1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1高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1高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1高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2生姜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2生姜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晶彩亮颜高光粉02生姜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美姬寡肽修护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4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蔻焕颜新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29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娌子美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3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舒缓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舒缓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神经酰胺舒缓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4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焕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焕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寡肽焕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5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HI-POSE山茶花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山茶花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山茶花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妍若瓷六胜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六胜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六胜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0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免洗净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1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烟酰胺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58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盈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盈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盈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7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弹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弹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弹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奇焕光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8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佳心 水光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8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水漾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9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长效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29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多肽弹润柔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多肽弹润柔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多肽弹润柔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码传奇美丽因子晶肽修护冻干粉+美
丽因子晶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1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玑今HUAJIJIN多肽活肤冻干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13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锦春堂 舒体灵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1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奇姬蓝风铃香氛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22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花植花多功能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25 广州花容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清纯 私密柔雕活性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34
广州再清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思美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3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熙思美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39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FonSinea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夏威夷女孩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49 广州维拉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0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0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0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防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防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防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52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植素生动塑型眉笔 0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77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植素生动塑型眉笔 06#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83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NJY侬姣妍植物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8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闪嫩滑身体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闪嫩滑身体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闪嫩滑身体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氨基酸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396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龄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0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0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1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紧润丝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2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紧润丝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2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龄紧润丝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2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蕾蒂丝绸细滑隔离霜（N0.60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43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葵沁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51 广州市葵鸿贸易有限公司
舒诗莱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53 广州美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活力肽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64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兰浠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80
广州缘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兰浠护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86
广州缘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AVC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诗倾城时光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95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KY白茶烟酰胺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09496
广州市白布兰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臻美诗水漾迷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00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妮雅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04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甄妮雅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04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朵茉丽蔻 血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05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美肌新活玉润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1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精密极细纤长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1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三合一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1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养道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19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2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莉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莉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莉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贰拾玖·获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33 广州获美美容设备有限公司

儿康堂山茶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35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芝秘灵芝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41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可蕾蒂丝绸细滑隔离霜（N0.40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45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4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寒慧富勒烯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49 广州爱果生物工程有限公司
裸黛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5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颜威艾草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60 广州光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清蓝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70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垒奥LEIAO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7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邦娜马卡龙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7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花隐星穹微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8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沫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8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岁月轻龄日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90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岁月轻龄夜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93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海水仙滢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599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艺真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0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走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走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尿酸保湿走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乐美QALMA海洋冰晶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17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纷享 自由之心高光修容饼 404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29
广州市纷享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LEEWE爱莉威赋活皙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32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DLS深海鲟鱼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3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本 姜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35 广州和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菲娜臻奢多效凝时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1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按时下班焕颜瓷肌微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2
广州舜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天婳TIANHUA水感丝滑复合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天婳TIANHUA水感丝滑复合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天婳TIANHUA水感丝滑复合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领翔植泉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植泉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翔植泉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PERFECT 密集紧致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48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按时下班焕颜瓷肌微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1
广州舜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简莫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按时下班焕颜瓷肌微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3
广州舜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鎏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得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按时下班焕颜净透防护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58
广州舜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LOCCYA 臻奢修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按时下班焕颜净透防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1
广州舜应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迪柏妮奥 净颜润养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恋妮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69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泽·珑曦净透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87 广州市麦晨贸易有限公司
眉目传情持久塑形眉笔05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9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目传情持久塑形眉笔04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95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目传情持久塑形眉笔02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69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目传情持久塑形眉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0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眉目传情持久塑形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0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色拉亮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18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2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2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26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诗莱多效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38 广州美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39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爱碧生多肽赋活靓肤修护冻干粉+爱碧
生赋活靓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41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诗丽水天后恒颜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42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贝娜清新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4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梦诗丽水天后恒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45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诗丽水天后恒颜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46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蜗牛臻养修护补水套装—
蜗牛臻养丝滑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0977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中草原润颜之美套盒-云中草原多肽
柔润冻干粉+  云中草原多肽柔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09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0986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VCHLOE丽芙蔻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套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0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班拜拜美肤净颜组合-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27
汉典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班拜拜美肤净颜组合-美颜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28
汉典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班拜拜美肤净颜组合-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30
汉典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VHAVC水嫩丝滑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嫩丝滑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水嫩丝滑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富·爱鳄鱼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4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HZ 黄金棒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46
广州美丽佳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静芝龄小黑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5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静芝龄小黑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5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静芝龄小黑裙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5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词仙人掌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7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碧泉光果甘草亮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74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聚家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ALIND repair sca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repair sca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repair sca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repair sca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009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LD 玫瑰甘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5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玫瑰甘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5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玫瑰甘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5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赤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赤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赤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8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8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8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YLD 乳香没药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乳香没药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乳香没药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沁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3娜塔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4摩卡碎冰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5深葡萄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6牛奶粉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7西柚珊瑚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好色酷润丝绒唇釉308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018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ZIGQ柔雾印迹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00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浪漫星光亮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02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樱雪沁透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03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珊朵啦植萃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07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珊朵啦侧柏叶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0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荟妍堂 遮瑕修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12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希思美唇情蜜语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1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唇情蜜语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1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4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4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珍颜清美蜂蜜茶花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4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泊泉雅婴儿肌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婴儿肌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婴儿肌睛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樱花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樱花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2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玉媚天肌-植萃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30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箔妃玫瑰水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52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希颜雪肌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60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O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74 广州市酷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娥薇雅美润皙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5 广州市炫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冰晶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冰晶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冰晶润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盈采香橙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盈采香橙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盈采香橙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富·爱鳄鱼油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29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MQJR焕颜纳米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0 广州医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YMQJR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1 广州医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SUFE季铵盐祛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季铵盐祛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季铵盐祛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YL 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0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夜肤宝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1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3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丝滑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40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尹梵去屑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54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睿西赋活雪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5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Dust乳木果护肤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61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65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肌肽虾青素双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66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凰上凰滋养细嫩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68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StarDust乳木果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69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StarDust乳木果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0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8霸气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8霸气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幽然雅韵绒感口红918霸气姐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水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7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80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梵薰衣草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81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上凰奢养臻粹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83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雪莲柔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85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arDust乳木果水感透亮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87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StarDust乳木果舒润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91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魅柏诗补水保湿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95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补水保湿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396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MQJR眼部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06 广州医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补水保湿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1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 丝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11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碧素婷舒缓嫩肤凝胶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13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妍悦色哑光口红（RW201风暖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1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妍悦色哑光口红（RW202初霜
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2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嫦花咬唇口红纸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4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点唇口红纸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4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翡翠雾面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5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尚颜烟酰胺雪颜光感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56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研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暮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研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涵烟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3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研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晓檀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4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炫魅塑型眉笔（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5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炫魅塑型眉笔（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6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炫魅塑型眉笔（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7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柏格雅BOGEYA炫魅塑型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68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金纯奢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YLD 依兰花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依兰花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依兰花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啤酒花葡萄柚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啤酒花葡萄柚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啤酒花葡萄柚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7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雪松啤酒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雪松啤酒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雪松啤酒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8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妮丝老姜王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494 广州淇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埖圳氨基酸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0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埖圳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06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尔金雪莲花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0
广州倾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尔金雪莲花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4
广州倾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D 绿花白千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绿花白千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绿花白千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茶树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茶树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茶树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晶润弹滑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晶润弹滑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晶润弹滑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幼肌焕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2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5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奈梓玻尿酸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66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日颜美蓝铜胜肽抗衰冻干粉+日颜美溶
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78 广州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兰彩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樱花水凝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0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3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3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3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莉桦透明质酸钠修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莉桦透明质酸钠修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莉桦透明质酸钠修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舒·罗花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15 广州歌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瑰媛玻尿酸极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20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蒂奥传奇色拉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尹真熙 养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养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养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摸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摸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摸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TICK汎斯蒂克多肽美丽因子冻干粉
+多肽美丽因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52 广州艾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缇雅 ·  香集魅惑丝柔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6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柔亮保湿乳液（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73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凤模玻尿酸雨雾拉丝拍拍揉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74 广州九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范er 无患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7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亮肤丝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8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8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8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8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博士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3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博士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3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博士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3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研熊果苷晶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研熊果苷晶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研熊果苷晶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0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0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0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丝滑嫩肌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乳木果绵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15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花木知春 深层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36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伊露烟酰胺精华-男士烟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3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晶钻嫩肌润透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美肌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42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眼部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5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颜坊玫瑰尊宠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颜坊玫瑰尊宠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颜坊玫瑰尊宠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水光多肽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1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奥传奇色拉亮肤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E光感无暇蘑菇头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64 广州扬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伊露血橙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7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伊露烟酰胺水凝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7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蚨女神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8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刺阿干树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8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7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思卡 白桦树汁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00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蓝光肌密多效美颜气
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0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蓝光肌密多效美颜气
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0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蓝光肌密多效美颜气
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0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FonSinea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氨基酸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1 广州初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泽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2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potlessAnswer 角鲨烷胜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13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印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33
广州伊美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宝俪 鲜肤休眠固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36 广州喜里控股有限公司
贝兰妃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37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酵母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3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缔原生肽莹润水漾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50 广州派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娆寡肽洋甘菊沁透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52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兮梦童植萃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58 广州京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烟酰胺亮洁皙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79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香名都氨基酸蛋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0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妮丝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2 广州淇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沁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7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川京秀焕彩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089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沁润胶原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00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红参焕容玉嫩滋养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06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美姬寡肽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07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美皙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09
广州市众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奥传奇亮肤焕采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1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rFacial Pro富勒烯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4
海豚妈咪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亮肤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 玻尿酸-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29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水光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31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若纯水晶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埖圳植萃倍柔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樱花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樱花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樱花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妆多肽净颜提亮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7
晟妆（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馥若纯水晶绿茶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绿茶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绿茶净透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水晶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水晶靓颜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水晶靓颜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水晶靓颜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妆多肽舒缓紧致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3
晟妆（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瑞蔻焕颜活力冻干粉＋觅瑞蔻焕颜活
力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4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绿婕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舒清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6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黄金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78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木子文洋甘菊肌底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9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

粤G妆网备字20192109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ink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ink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ink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0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0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20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琴斯柏 净颜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5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7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7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7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文表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3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3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3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0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6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6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6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1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White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White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White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each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each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Peach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1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蚨女神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1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4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5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dio Pro Total Coverage - 
Concealer & Corrector Tubes: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26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寡肽植物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33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娆角鲨烷玻尿酸安瓶水光盈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41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亮肤清洁色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4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悦辉熠虾青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48
广州星悦辉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眼雕大师致臻丝滑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56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之悠 YUZHIYOU紧致焕颜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59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QSE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QSE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QSE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67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DZP馨心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7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希茜星钻柔雾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80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希茜惊奇烤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81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WS·PALACE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91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蜜芬娇嫩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109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雅蜜芬娇嫩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0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雅蜜芬娇嫩润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0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雅蜜芬娇嫩蜜养套娇嫩蜜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0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暨康元提拉美紧致套-提拉美冻干粉+提
拉美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18 广东善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紧致抚纹套-活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22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紧致抚纹套-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2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紧致抚纹套-逆龄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24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紧致抚纹套-活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2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翁妮氨基酸香氛系列（洗/护/沐套盒）
-浪漫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36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翁妮氨基酸香氛系列（洗/护/沐套盒）
-氨基酸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37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翁妮氨基酸香氛系列（洗/护/沐套盒）
-氨基酸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3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眼雕大师舒颜多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46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LAA点点持妆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7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阴养调理御养套阴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阴养调理御养套阴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阴养调理御养套阴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色彩 野菜泡泡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70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草本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草本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草本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85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富勒烯多效修护面膜套组多肽冻
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9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富勒烯多效修护面膜套组富勒烯
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97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笛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羊胎
素弹嫩焕颜冻干粉+赋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9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依克
多因淡纹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19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傲源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5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美姬修护冻干粉组合套  修护溶媒液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6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美姬修护冻干粉组合套 多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26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润养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面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面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面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洁净润亮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洁净润亮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洁净润亮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扶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扶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凯胞源海参素多肽修护童颜套-海参
素修护扶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3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萌萌青春焕颜组合套 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20 广州美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水嫩柔肤套媚惜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21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牡丹水润嫩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3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妙堂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养护泥膜+
舒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养护泥膜+
舒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养护泥膜+
舒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能量油+舒
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能量油+舒
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净之星-净组合舒净能量油+舒
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漫克拉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52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提柔净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53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1锦鲤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7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5复古牛血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7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3肉桂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7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2经典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7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6CD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7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睛彩不脱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8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RUS寡肽修护祛痘补水面膜+ALIRUS
寡肽祛痘修护胶囊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94 广州馨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仙女粉炫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149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RUS VC美肌亮肤精华面膜+ALIRUS维
生素亮肤胶囊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503 广州馨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5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5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  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5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谜后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58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1642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始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01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雅烟酰胺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11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之悠YUZHIYOU多肽活肤冻干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32
广州市语之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家人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家人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澜氏烟酰胺VC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45
广州慕蓝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妍记行云流水眼线液笔（黛墨）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5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雪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6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寇金典水分缘舒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寇金典水分缘舒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寇金典水分缘舒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纪芬雅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88 广州市贡盈贸易有限公司
FCZ虾青素亮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95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雅海洋玻尿酸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796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雪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0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行云流水眼线液笔（赤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10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有椰葡聚糖烟酰胺双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17 广州品六实业有限公司
PIAC钻石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1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资语青春密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29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六胜肽水润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3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埃及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埃及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埃及蓝睡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妍秘粉轻透控油定妆散粉（01自然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65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拯颜烟酰胺片段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67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始肌肽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71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诗科诺24K黄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78 广州杉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玻尿酸密集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8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NOBRAND TOME眼影6色(棕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90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幽兰甘菊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9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椰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1899 广州品六实业有限公司
赞丽缇光感无瑕持妆BB霜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0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丽缇光感无瑕持妆BB霜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0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赋活黄金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0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樱花香氛柔顺润发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10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樱花香氛柔顺润发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10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1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1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19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莱丽柔滑润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27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33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42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多肽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多肽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多肽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194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pie rouge灵动美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04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微冠富勒烯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0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妮莉娜犀利双眸金俏眼影盘301#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0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艾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昭澜 藏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13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昭澜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26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喉博士舒通养护膏（家居）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27
广州冠寿堂治未病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洛华侬 深嫩去死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2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烟酰胺焕采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3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NOBRAND TOME 眼影6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31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肤精灵茗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4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格雅 BOGEYA幻影流光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55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XIACLEAN玻尿酸提升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69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闪亮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闪亮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闪亮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8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娇尚秀莹泽纯魅唇膏（#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莹泽纯魅唇膏（#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莹泽纯魅唇膏（#4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2鲜柿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6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3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5复古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09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6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00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富勒烯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16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富勒烯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19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富勒烯多肽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2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凯色自然无瑕精华粉底液 N01 中性自
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2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自然无瑕精华粉底液 B02 黄调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26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自然无瑕精华粉底液 B01 黄调自
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2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自然无瑕精华粉底液 P01 粉调自
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2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唇膏 #2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30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唇膏 #207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3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富勒烯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3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佰俪媛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凯色一见倾心唇膏 #205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唇膏 #206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4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保湿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活泉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抗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抗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抗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按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按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薰衣草控油按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晶 黑海盐高净润泡泡SPA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59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梦幻乐园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60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6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6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67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童话奇境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75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军锐生物莹肌紧致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88
军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李可尔红石榴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93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GQ迷情探戈浓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195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可尔红石榴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11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SPA水光驻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14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jicai美肌彩酵母净化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30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  芦荟保湿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3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奢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奢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奢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嫩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嫩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嫩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伊露血橙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6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哆梦缘SPA水光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0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芭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4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趣胸部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6
广州宝妈母婴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澳菲泉雪睛晶莹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79 广州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哆梦缘SPA水光驻颜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1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UlikeBeauty 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米契尔烟酰胺丝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89 广州维娜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晗燕窝营养修护闪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95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昊迪红瑶淘米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97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本色草本健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299
广州雪太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弥远·水感能量焕颜睛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0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焕颜睛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0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焕颜睛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0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瑟安瓶原液巨补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安瓶原液巨补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安瓶原液巨补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碧泉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26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单方茶树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2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本色草本祛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31
广州雪太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美姬水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33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金纯奢酿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3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墨晗燕窝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37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LOOM POUR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2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LOOM POUR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2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LOOM POUR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2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4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4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4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N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8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N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8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N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48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5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恩良品草本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5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AMBER LIGHT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0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MBER LIGHT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0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MBER LIGHT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0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HYTHM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3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HYTHM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3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HYTHM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3 广州晨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思维斯纤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思维斯纤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思维斯纤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俊堂柔润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68
广州肤俊堂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SPA水光驻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73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妮丝法式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75 广州淇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玉颜雪肤修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8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玉颜雪肤修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8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玉颜雪肤修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8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俊堂玻尿酸柔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90
广州肤俊堂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肤俊堂柔润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395
广州肤俊堂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4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胶原蛋白御龄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胶原蛋白御龄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胶原蛋白御龄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Y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6
广州暨扬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FE复合玻尿酸高保湿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复合玻尿酸高保湿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复合玻尿酸高保湿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0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多肽水光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多肽水光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多肽水光亮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BESSI澜蓓丝深澈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2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FE谷胱甘肽亮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谷胱甘肽亮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谷胱甘肽亮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菲泉水漾舒缓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18 广州新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诗丽水天后三文鱼鱼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24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gian沙棘童颜清爽净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晨露水磁莹润富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2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蜜贝娜清新柔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3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Mergian烟酰胺蛋白灯泡肌嫩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晨露水磁莹润保湿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神经酰胺青春水漾冰肌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4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雪颜焕肤美白祛斑套盒-束水集
雪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0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雪颜焕肤美白祛斑套盒-束水集
雪颜冰晶凝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1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琉光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琉光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琉光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诗丽水天后玻尿酸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4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顺滑柔润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5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56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2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2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2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73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草
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草
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草
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按
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按
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按
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植
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植
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植
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赋
活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赋
活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臻致丝滑伴侣套盒赋
活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4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LB008小管家焕颜组合套-小管家焕颜
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4
广州熙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LB008小管家焕颜组合套-小管家焕颜
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5
广州熙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LB008小管家祛痘组合套-小管家祛痘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6
广州熙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LB008小管家祛痘组合套-小管家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7
广州熙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傲源通畅活力御养套通畅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通畅活力御养套通畅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通畅活力御养套通畅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0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美年康俪体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1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美年康俪体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1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美年康俪精油套组-美年康俪体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1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美肤套-皙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美肤套-皙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4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美肤套-皙颜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美肤套-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6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美肤套-皙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7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逆龄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3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eYuu胎盘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胎盘素
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8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爱彼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1
广州色调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护平衡油+舒
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护平衡油+舒
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护平衡油+舒
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畅之星-舒组合舒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瑶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瑶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瑶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小分子胶原蛋白组合 小分子胶原
蛋白粉+小分子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丽洁冻干粉组合（芊丽洁冻干粉+芊
丽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596 广州芊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4深棕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0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5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1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6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1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2 干枯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1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3土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2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A BESSI澜蓓丝光耀焕新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23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曼MEIJIMAN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29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VCND 质感雾光唇釉（107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玫瑰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玫瑰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玫瑰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白桦树汁晶采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5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BESSI澜蓓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6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白桦树汁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39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白桦树汁保湿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44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BESSI澜蓓丝酵母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49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DTREE良萃乳酸菌舒缓修复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50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舒缓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54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LA BESSI澜蓓丝净透保湿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57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曼MEIJIMA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61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6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米思卡白桦树汁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73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芭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76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初露酵母活力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77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LANDTREE良萃乳酸菌舒缓修复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81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美黑海盐高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黑海盐高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黑海盐高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宾纳酵母活氧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88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迪清肤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清肤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清肤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RAO奢娆红茶薰衣草净润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696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养道泥仆艾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0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RAO奢娆胎盘素复活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05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浏梓萱多胜肽冻干粉+多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0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迷你单色眼影 G10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1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水光丝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1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曜耀YAOYAO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24 广州曜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深海鱼子酱精华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胶原紧致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莊柏雅·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金钻迷雾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3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纷乐园FUNDIARY丝绒柔雾唇膏 316#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48 广州诺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原素水漾美肌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61 广州壹美生命科学有限公司
芝瑟24K金箔紧致修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6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24K金箔紧致修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6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24K金箔紧致修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6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菲尔燕窝补水亮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菲尔燕窝补水亮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菲尔燕窝补水亮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芕栩·金色女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芕栩·金色女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芕栩·金色女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芕栩·摩登馥郁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芕栩·摩登馥郁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芕栩·摩登馥郁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79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拯颜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00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0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控油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回多效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7
广州鑫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酵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酵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酵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妍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暮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3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活力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活力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活力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水化润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35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许亮颜芯肌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0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ITIARA诗途轻奢迷魅高光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1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zhiya美肽精萃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 红靓丽斩男（M09#）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 红靓丽斩男（M09#）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 红靓丽斩男（M09#）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营养护理焗油膏（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营养护理焗油膏（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营养护理焗油膏（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伞花烃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伞花烃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伞花烃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柑橘橄榄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49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彩柔滑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52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减乐乐JIANLELE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58
广州减乐乐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 相伴一生口红（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1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悦泊颜 舒肤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舒肤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舒肤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 相伴一生口红（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3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肤泉多肽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69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 相伴一生口红（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74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FOLLOW FOREVER 相伴一生口红（枫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76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SHERAO奢娆竹炭毛孔清洁平衡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7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婳筱妆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0
广州市婳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泰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泰元舒活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舒活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舒活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泰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贞丝滑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丝滑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丝滑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5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肤泉微肽舒缓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6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富勒烯润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8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1号色亮彩宝石丰盈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04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掌柜紧致妙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08 广州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林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林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林通悦牌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修护冻干粉+羊胎素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1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修护冻干粉+羊胎素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1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修护冻干粉+羊胎素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1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DTREE良萃熊果苷美肌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15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21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科肤泉滋养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25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奢娆富勒烯维C安瓶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2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亮颜芯肌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驻颜紧致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5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泉VC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8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桐精灵苁蓉精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雅姿寡肽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43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保水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45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她许驻颜紧致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50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亮颜芯肌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5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VE黄金动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5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MNFILQ曼菲黎多效智颜修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63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 FANS辅酶Q10美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6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富勒烯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79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KOU肤蔻摇摇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8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NFILQ曼菲黎积雪草密集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85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 有品灵动水润一喷柔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88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 有品轻盈保湿啫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8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ΛGELEI卡芝莱肽润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90 广州圣美日用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凝透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92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钻石高光修饰粉饼1# 粤G妆网备字201921299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 有品莹润魅卷护卷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01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arDust黄金鱼籽胶原深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02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她许她许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04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钻石高光修饰粉饼3#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0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WFAN 詩薇梵腰部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15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SIWFAN 詩薇梵美颜亮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18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SIWFAN 詩薇梵舒缓补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19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她许亮颜芯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2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WFAN 詩薇梵背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34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星辰水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43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 相伴一生口红（复古
金钻）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55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MNFILQ曼菲黎花蜜盈润沁透精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62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Tidooshop云朵轻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67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7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 有品强劲塑型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 有品动感塑型啫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碧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碧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补水洁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补水洁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补水洁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花妍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涵烟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3095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FonSinea烟酰胺酵母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烟酰胺酵母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烟酰胺酵母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记松烟黛墨养眉笔（晓檀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09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富勒烯弹润抗皱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喉博士舒通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4
广州冠寿堂治未病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资兰泉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洛秀多肽植萃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7
广州星洛秀健康美容有限公
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高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高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高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甘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37
广州市碧甘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ijicai美肌彩胶原蛋白丝滑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42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SIWFAN 詩薇梵腹部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43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海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60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芊悦姿纤长炫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63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OO御颜微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93 广州名诚科技有限公司

欣姿媛-微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9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姿媛-微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9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姿媛-微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19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FILQ曼菲黎烟酰胺亮颜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07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轩 烟酰胺臻皙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08 广州宫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姿秘语素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昆娜贝莎持久润色定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32
广州畅浤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JCGAMMA持久润色美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41
广州畅浤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雯蔓奢润清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50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5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绮玉植物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5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色清透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65 广州花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玉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6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玉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6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玉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66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康丽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83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M62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62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62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雯蔓黄金面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89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多效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0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泌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泌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泌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2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02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02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远·水感能量润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02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兰达无硅油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03 广州亿涵贸易有限公司
nuos美肌新活玉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0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胭蓬松控油干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2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薇曼秀儿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38 广州普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绘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41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兰达无硅油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44 广州亿涵贸易有限公司
她许驻颜紧致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63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玉植物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6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蚕丝蛋白美眼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蚕丝蛋白美眼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朵美女人馆蚕丝蛋白美眼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7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玉植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8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WILDFLOWER修护冻干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86
画美人(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玉植物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8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 Tree宜草宜木深海珍珠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88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旋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89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姿兰氏 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97
芳华品牌管理运营（广州）
有限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4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39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植物精粹水润亮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0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植物精粹水润亮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0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植物精粹水润亮肤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09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来姿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瑟深海鱼籽精华焕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深海鱼籽精华焕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深海鱼籽精华焕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茉丽蔻 富勒烯多效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8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自然裸妆水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19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ybeast雪颜冰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0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珠光气垫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1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她许驻颜紧致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职场日记慵懒周末洗发乳[深层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6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瑟矿物微精华清透净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8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矿物微精华清透净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8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矿物微精华清透净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28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苓芝秀平衡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3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职场日记雏菊洗发乳[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38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inai水润光感修颜霜+晶透无暇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45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职场日记花序洗发乳[清爽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48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职场日记夜茉莉洗发乳[去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51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驻颜紧致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5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skin莱欣青春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59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FTUTENA悠天兰逆龄眼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62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MNFILQ曼菲黎秀妍时刻多肽弹润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77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素颜美肌三部曲-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94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济世童颜 · 童颜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49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色美肌平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01 广州花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1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原野与疏树
champaign tre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原野与疏树
champaign tre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原野与疏树
champaign tre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肤者类蛇毒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波提切利之春
botticelli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波提切利之春
botticelli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波提切利之春
botticelli spr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3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君度
cointeau）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君度
cointeau）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君度
cointeau）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4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苓芝秀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布列塔尼
britt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布列塔尼
britt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布列塔尼
britt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苓芝秀维生素E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6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苓芝秀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6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FE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净颜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净颜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净颜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es樱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79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恩舒缓修护面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0 广州玖菱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es蜡菊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2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series乳木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5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色·悦颜美肌悦色赋活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悦颜美肌悦色赋活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Rseries玫瑰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7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series薰衣草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89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姿美尔男士锋俊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90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丽洁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91 广州芊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梵橄榄油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92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井泉富勒烯水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9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井泉富勒烯水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598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滑溜溜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0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滑溜溜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0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滑溜溜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03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井泉富勒烯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0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盈肌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1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希多肽水感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13 广州梵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曼丝炫多效修护牛奶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16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IMIANE  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18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亮颜芯肌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19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ANBE 轻奢金条口红01# （复古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26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卸妆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2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尔金雪莲花滋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46
广州倾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智色凝采美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55 广州花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56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妙而曼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61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妙而曼植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63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她许驻颜紧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66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NN花萃沁香丝滑护手霜（浪漫怡人）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67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职场日记荒漠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3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NN花萃沁香丝滑护手霜（清新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4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悦泊颜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肌底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TNN花萃沁香丝滑护手霜（花漾甜心）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7
共享优品（广州）电商科技
有限公司

宜百益焕颜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79
聚美泰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儿康堂婴儿山茶籽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82
广州正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FILQ曼菲黎修护冻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85 广州昕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盈肌安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8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肌源焕亮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焕亮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焕亮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6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小蘑菇水润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0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小蘑菇水光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0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萌小菌奶酪臻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0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沙棘童颜净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0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萌小菌奶酪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0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萌小菌奶酪净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1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坤仕兰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18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泰迪婴儿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0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霓色泫雅璀璨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1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4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VECPG植柏绘脐带胚胎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6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美肌祛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美肌祛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美肌祛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2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30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时光美肌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时光美肌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时光美肌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透焕颜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透焕颜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透焕颜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爽焕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爽焕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清爽焕颜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瓷肌免洗焕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瓷肌免洗焕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瓷肌免洗焕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臻致明眸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臻致明眸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臻致明眸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亮颜修护紧
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亮颜修护紧
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亮颜修护紧
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嫩滑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嫩滑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嫩滑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舒缓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舒缓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舒缓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焕肤美肌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焕肤美肌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焕肤美肌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明眸焕彩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明眸焕彩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明眸焕彩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颈部修护滋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颈部修护滋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青春密码焕肤组合 颈部修护滋
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红妍烟酰胺碧颜安瓶面膜组合- 阅红
妍烟酰胺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1 广州嗳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阅红妍烟酰胺碧颜安瓶面膜组合-  阅
红妍维C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2 广州嗳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抗衰
冻干粉+赋活抗衰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抗衰
冻干粉+赋活抗衰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抗衰
冻干粉+赋活抗衰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多肽
冻干粉+赋活多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多肽
冻干粉+赋活多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多肽抗衰套组-赋活多肽
冻干粉+赋活多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瓷肌靓肤套组-赋活瓷肌
冻干粉+赋活瓷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5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瓷肌靓肤套组-赋活瓷肌
冻干粉+赋活瓷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5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霖美肤赋活瓷肌靓肤套组-赋活瓷肌
冻干粉+赋活瓷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75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泛特尔花漾密语组合-花漾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80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千策玻尿酸珍珠靓肤面膜套装-烟酰胺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84 广州千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奢多肽赋活臻享套装-多肽赋活修护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797 广州伊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 韵秀舒畅御养套 韵秀舒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 韵秀舒畅御养套 韵秀舒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傲源 韵秀舒畅御养套 韵秀舒畅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正鳄鱼油修护套装鳄鱼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1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修正鳄鱼油修护套装鳄鱼油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1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幼肌焕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1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植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祖玛龙小苍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枫林 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微醺丝绒tipsy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微醺丝绒tipsy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微醺丝绒tipsy 
velvet）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4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晚收vendange 
tard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5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晚收vendange 
tard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5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JO-ZA香氛美肌身体乳（晚收vendange 
tard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5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伸筋草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54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清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清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清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女范er 悦颜遮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7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酵母多肽抗皱紧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酵母多肽抗皱紧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酵母多肽抗皱紧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77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肩颈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78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范er 悦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范er 黄金赋活补水面膜+女范er 胶
原蛋白美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9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芝颜月美鲜配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894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CAIYING立彩莹鳄鱼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01 广州市立彩莹科技有限公司
椿生暖护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03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椿生养妍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10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如皙烟酰胺透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12
广州壹佳名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小佰多肽亲肌卸妆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13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闪耀绽放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1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水光亮肌泡泡粉
底液#10透亮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29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水润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38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IANE  御养丹方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1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TUTENA悠天兰烟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2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焕彩靓颜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焕彩靓颜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焕彩靓颜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植物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4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浪漫红酒敷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6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浪漫红酒敷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6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nkLaboratory密罗木高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69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范er 悦颜盈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果酸羊奶倍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果酸羊奶倍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果酸羊奶倍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GE丰盈蓬松洗发水（樱花与覆盆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3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gBao糖宝 水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5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肤泉微肽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6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媚集小蘑菇焕彩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小蘑菇焕彩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小蘑菇焕彩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ZR胶原蛋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E FRUIT牛乳水嫩顺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88 广州市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快干亮泽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8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护甲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9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智色轻奢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93 广州花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GE氨基酸滋养护发素（橙花与凤
梨）

粤G妆网备字2019213998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活泉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活泉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活泉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氨基酸酵母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2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SHZEE茗希芝炫彩缤纷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炫彩缤纷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炫彩缤纷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0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范er 悦颜焕肤沁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1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泊颜 肌初晶透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曼非凡清舒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2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闪耀绽放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2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ef ANTI-AG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3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娌子美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3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娌子美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3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娌子美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3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CESECRET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40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盐玉皙海盐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44 广州众力天圆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多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45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萃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0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多汁红色浆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1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丰盈波浪抹抹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2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VDIED璀璨星眸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素研凝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5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花木知春 精华滋颜露（中干性）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59
广州花木知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唯雅邦植痘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73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6789 粉漾幻彩五色眼影01#爱出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7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珀卡芙水光透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76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WILDFLOWER精雕逆龄冻干粉+精雕逆龄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77
画美人(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范er 悦颜透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7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肽活肌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肽活肌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若瓷多肽活肌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1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QDQ黑金富勒烯臻致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黑金富勒烯臻致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黑金富勒烯臻致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水光亮肌泡泡粉
底液#20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89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妈咪美加动能矿物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妈咪美加动能矿物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妈咪美加动能矿物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伊露烟酰胺水凝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9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099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AVASHINE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VASHINE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VASHINE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VASHINE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伊淇儿水光修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8
广州伊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LOM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LOM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LOM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LOM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0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芬妮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1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6789 粉漾幻彩五色眼影03#少女心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evagloss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vagloss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2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佰草美颜坊美颜永恒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32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Mege CELLULITE REMOVAL CREAM 
WITH CAFFE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4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CELLULITE REMOVAL CREAM 
WITH CAFFE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4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CELLULITE REMOVAL CREAM 
WITH CAFFE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4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CELLULITE REMOVAL CREAM 
WITH CAFFE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4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她许睛采拉拉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0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锦鲤火花
D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锦鲤火花
D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锦鲤火花
D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诱惑车厘子
R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诱惑车厘子
R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诱惑车厘子
R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蜜糖番茄红
R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蜜糖番茄红
R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蜜糖番茄红
R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气质砖红棕
R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气质砖红棕
R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气质砖红棕
R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焦糖枫叶橘
R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焦糖枫叶橘
R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雾面唇釉-焦糖枫叶橘
R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 玫瑰雪亮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雪亮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玫瑰雪亮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琳芳草本植物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琳芳草本植物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琳芳草本植物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元气樱桃
L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元气樱桃
L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元气樱桃
L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肉桂豆沙
L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肉桂豆沙
L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肉桂豆沙
L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瑞康芙瑞康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92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尔诗丹花之密语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97 广州华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婕妤海藻胶原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198
广州市方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WFAN 詩薇梵明眸幻彩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01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六肽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04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芕栩黄金紧致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0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GSG温和舒缓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12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花世黛逆龄赋活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13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irl's  氨基酸清滢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22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26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南瓜脏橘
L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南瓜脏橘
L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水光唇釉-南瓜脏橘
L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6789 粉漾幻彩五色眼影04#大众爱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3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博澜坊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33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SΛCHECOL莹润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36
广州御永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4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菲逆颜 逆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5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菲逆颜 逆龄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5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金属色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5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型计划獠牙猪光泽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62 广州市冰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流星闪耀 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6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尔诗丹花之密语弹力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72 广州华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炫彩粉凝孔雀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79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妈妈贝比婴幼儿柔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80
广州法森迪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卿肌秘语珍珠燕窝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85 广州群英汇贸易有限公司

乐菱水感紧致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91
广州市茗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魅眼速干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9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电动光感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97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妈妈贝比婴幼儿柔嫩防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299
广州法森迪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妈妈贝比婴幼儿山茶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11
广州法森迪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五色木果·秋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15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金御坊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29
聚禧（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芙秘笈沁透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35 广州格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和康柔丝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54
广州莱芙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黄金胶原多效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59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多肽修护美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蓦然花开多肽修护美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蓦然花开多肽修护美肌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卉美姬冰肌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70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雨冬妆微动力毛孔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73 广州花嫣如贸易有限公司

兰桂娇雪凝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82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柚子净柔绵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柚子净柔绵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柚子净柔绵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2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细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3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紫草艾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03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玳天骄莹润焕彩双头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07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魅丽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08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恋妮水润素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14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伊露男士深海矿物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1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润肤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18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酿奢酿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1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凝肌柔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1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清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4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舒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5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魅力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6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活力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7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青春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28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美人玻尿酸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33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茵堂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37 广州凌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菱水感肌透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38
广州市茗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瑞蔻紧致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4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酷妆 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47 广州颜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俏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绿豆清肌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50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春雨冬妆亲肤清肌泡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51 广州花嫣如贸易有限公司
浏梓萱 多胜肽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5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绅深层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57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ZD小分子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65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雪绒花赋活液态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77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萝莉妹妹素肌持久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81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露丹佳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86
广州华莱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溪小黄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49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鲵初净润调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09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鲵初修护调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13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鲵初紧致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16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康悦诗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18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丹佳滋养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19
广州华莱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淳蚕丝蛋白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2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颐品聪盈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2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鲵初葡聚糖净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30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尚颐品聪盈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4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48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绅婴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52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发资棠多肽抗衰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56 广州大展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6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精灵百合精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8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FNER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8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祛痘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96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臻萃龙血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97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轩蕾维生素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59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暗夜鎏光柔肤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1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乐菲秀紧致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19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谛堂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21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盈纤姿丽韵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纤姿丽韵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因子透润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42
广州美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玫瑰华萃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风盈裸妆CC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0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6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6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6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rebeing 护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61 广州传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珂美 莲花精华霜（亮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79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丽舒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8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觅可九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92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可八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93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可七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694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可可系列（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3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千叶系列（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4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优尚系列（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5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优尚系列（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6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艾米系列（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7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艾米系列（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8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可可系列（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09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千叶系列（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10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萌萌牛玩美彩妆套盒-滋润保湿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1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萌萌牛玩美彩妆套盒-滋润保湿
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1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萌萌牛玩美彩妆套盒-炫黑速干
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1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绅寡肽原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22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姜君·老姜王萃取养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2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36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EAST丝情密语口红（馥郁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47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总石墨烯净润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53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EEN MERRY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54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泛特尔花漾密语组合-花漾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55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泛特尔花漾密语组合-花漾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56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GURUIYOUDAN净颜组合-净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63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茵妆酵母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酵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6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蒂恩草本身体净透草本植萃套-植萃油1
号+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3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蔻金典水分缘舒悦尊贵套-水份缘舒
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思黎冻干粉修护套-冻干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7 广州澳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HILING美植龄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8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HSD粉红丝带臻爱养塑套- 木瓜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796
广州粉红丝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比慕深海活氧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05
广州市慕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NEY润泽紧实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1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哲博黄金提升精华液+黄金提升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3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原液保湿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原液保湿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原液保湿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伊美水光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2 广州露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BAODI伊宝蒂 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胸部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5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赋活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6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赋活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睫丽雅夜魅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59
广州睫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苗家百草修护套-苗辰苗家百草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60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尚和祈腰部舒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61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辰苗家百草修护套-苗辰苗家百草修
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65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濯沐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73
广州市科丝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塑禾益康女性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女性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女性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井泉富勒烯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8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濯沐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898
广州市科丝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缇芙兰提拉拉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01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伊绅微量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03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念慈航头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念慈航头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范er 沁润保湿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2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弹嫩抗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2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ki 摩登艺术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2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净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净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净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汁康野山姜养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37 广州佳发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玻尿酸安瓶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绅水氧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7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悦色多肽修护冻干粉+悦色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多肽修护冻干粉+悦色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4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夕焕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ynthia Hsueh 微润丝绒魅力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68
广州萃诗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ynthia Hsueh 微润丝绒魅力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69
广州萃诗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ynthia Hsueh 微润丝绒魅力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71
广州萃诗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NGAPORE GIFT PERF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7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APORE GIFT PERF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7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APORE GIFT PERF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7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ynthia Hsueh 哑光丝绒性感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78
广州萃诗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ynthia Hsueh 微润丝绒魅力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0
广州萃诗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植物素食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2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辰苗家百草舒缓套-苗辰苗家百草舒
缓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8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夕焕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辰苗家百草舒缓套-苗辰苗家百草舒
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499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夕焕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0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 粉漾幻彩五色眼影02#爱自由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0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伊人话题平衡身体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10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兰娜亮采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15
广州斑颜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英王爽肤滋养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1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王爽肤滋养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1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王爽肤滋养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1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蚕丝蛋白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2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RIDERMA ACNE SPOT TREAT 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RIDERMA ACNE SPOT TREAT 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RIDERMA ACNE SPOT TREAT 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RIDERMA ACNE SPOT TREAT 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英王滋养柔顺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王滋养柔顺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王滋养柔顺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娜亮采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35
广州斑颜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Ovtural欧维萃净肤软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5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INMEI缤美星耀魅黑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5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弹润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5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弹润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5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弹润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5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OEBOLL臻源养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6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汇集丽 有品百变塑型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65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绅清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089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女范er 塑颜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1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话题柔嫩焕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13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因子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19
广州美尹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2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姿沅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3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姿沅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3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EEDY柳眉远山三合一眉笔03#浅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36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青春定格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38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弹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39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话题平衡身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46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绅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49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芸初水光细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细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细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行之道酸碱平衡养护套组-酸碱平衡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莱皙 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4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姿沅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彩魅丽  六胜肽冻龄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58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TOUCHURSKIN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86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诗泉 冰泉娇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9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羞瑟 睫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195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莎多肽活效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0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08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08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08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美肌新活玉润还原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1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行之道酸碱平衡养护套组-酸碱调理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仕克植寓香水氨基酸洗发乳（洋甘菊
奢润亮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2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活性肽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34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臻颜美肤修护套-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1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贝妮安瓶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卫琳芳活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琳芳活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卫琳芳活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 -玫紫葡萄
D1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 -玫紫葡萄
D1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 -玫紫葡萄
D1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莱芭秀双色莹润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55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哑光钻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5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尔美丝丽腐植酸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PONY ENERGY炫黑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C2卡露茜茜魅眼奇幻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4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KASSONE卡圣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65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mD elta professional skincare氨基
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70
广州相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迪凡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81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丽慕思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柔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91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光感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9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娇俏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遇巧克力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6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遇巧克力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6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遇巧克力咖啡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06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 悦色幻彩九色眼影02#米驼枫叶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 悦色幻彩九色眼影01#橙米南瓜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 悦色幻彩九色眼影03#酒红大地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海安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魏兰草本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1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星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星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星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灵动焦点八色眼影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灵动焦点八色眼影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轩柔倍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色灵动焦点八色眼影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六胜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7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逞娇呈美六色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2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红参弹润精华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3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逞娇呈美六色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3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逞娇呈美六色眼影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3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逞娇呈美六色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3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OEBOLL臻源养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3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赫伯特富勒烯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47 广州佰盛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HL OSR韩流欧诗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1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L OSR韩流欧诗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1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L OSR韩流欧诗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1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G35靓颜时光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4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ka.lu咔咔噜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7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7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ka.lu咔咔噜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57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滋润）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6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Mooeiy小黑管璀璨水润口红L-8016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64 广州德前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蕾彩克莉丝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1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JI KAI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2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樱奈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3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anLun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4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C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5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 年轻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7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清透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83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致臻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86
暨楠妍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嫩滑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冬虫夏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9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妠神经酰胺修护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399
广州市美惠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范er 臻萃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琳维儿玫瑰水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4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水光修容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逆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范er 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范er 紧肤溶解液+女范er 弹润紧致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Y NATURALS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1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翁妮椰子油奶香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20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女范er 沁润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2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妠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25
广州市美惠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哒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26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HG35石墨烯植物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29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芯棠绿茶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3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芯棠绿茶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3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芯棠绿茶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3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持妆美肌遮瑕小蘑菇气垫霜13#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3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欧芭莎神经酰胺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4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随身随带美发笔 
#01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44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ERONNI贝露妮随身随带美发笔 
#02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46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6789持妆美肌遮瑕小蘑菇气垫霜2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九颜世家烟酰胺焕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3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仁堂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5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妠神经酰胺修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6
广州市美惠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逆植萃热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热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热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山羊奶保湿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馨妈妈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馨妈妈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皇姿约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6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雏姮肌肽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70
水缘派（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合丰堂劲畅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劲畅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劲畅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小洋水滋润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8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盈透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8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9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9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9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E FRUIT牛乳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94 广州市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洋甘菊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49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玻尿酸爆水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0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LELE FRUIT牛乳滋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03 广州市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IANO奇姬备长炭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07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活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佰卉舒活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DGAGA赋活精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4 广州宝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EBOLL臻源养肤修护冻干粉+OEBOLL臻
源养肤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希尔卡顿深层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卡顿深层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卡顿深层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海藻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2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菲诗 QOFACS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54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蝶形胶原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56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SNTING 淑女亭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70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米尼思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71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韩宝贝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72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一水胶原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76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多肽凝时透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77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肌莱补水修护嫩肤套装-修护嫩肤能
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83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补水修护嫩肤套装-修护嫩肤滋
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85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补水修护嫩肤套装-修护嫩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87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补水修护嫩肤套装-修护嫩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0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补水修护嫩肤套装-修护嫩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3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A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NA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NA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NA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1559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EDIV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0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DIV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0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初逆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逆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2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焕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焕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焕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旺玞水盈菁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64 广州春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旺玞水盈透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65 广州春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6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琳达羊胚胎素赋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羊胚胎素赋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羊胚胎素赋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R稚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80 广州锐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姿秀红石榴粉嫩幼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684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EY润泽调理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0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肤之谜水光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25 广州露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凯斯能量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2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乳木果与茉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乳木果与茉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乳木果与茉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多肽多肽水感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6 广州梵荟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夕焕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焕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OR软珂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39 广州锐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提玫瑰柔珠紧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45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沁润丝柔塑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48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OR翠雨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55 广州锐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5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霞初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57 广州锐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臻颜舒缓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60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纤长半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62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弥丽鳄鱼油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6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蓓袖挚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71 广州市红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尔诗丹花之密语亮颜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74 广州华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玛蒂玻尿酸爆水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玻尿酸爆水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玻尿酸爆水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黛西施氨基酸净澈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80
祺源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幼肌佳人酵母赋活肌能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85
广州白云区庄容中医药研究
院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臻颜滋润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787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仟草啊道芙控油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控油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控油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2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袪屑滋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袪屑滋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袪屑滋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0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UCYLE凡露希深海鱼子箐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28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手部植萃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二十四季足部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茗萃水感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49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容妃壹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容妃壹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容妃壹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七宝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61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63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兼美青春肌密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6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迪菲秀 奢宠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圣依血橙六胜肽保湿五件套-血橙六胜
肽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依血橙六胜肽保湿五件套-血橙六胜
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依血橙六胜肽保湿五件套-血橙六胜
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依血橙六胜肽保湿五件套-血橙六胜
肽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7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依血橙六胜肽保湿五件套-血橙六胜
肽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8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之臻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7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83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楚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多效修
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8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肌肽亮颜密集修护套-肌肽亮颜
密集修护冻干粉+ 肌肽亮颜密集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90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9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9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589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凡芙奢氧黄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05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MAgIC十五色精灵女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1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容妃赋活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1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容妃赋活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1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容妃赋活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1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兰欧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28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洋甘菊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2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姿秀燕窝修护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32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冰糖草莓
D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冰糖草莓
D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迷你灯泡 钻采唇釉-冰糖草莓
D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vtural欧维萃草本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40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赋活之星-赋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4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活力之星-活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50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逆龄之星-逆龄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51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平衡之星-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5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和谐之星-和谐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5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井泉富勒烯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59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灵动之星-灵动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6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豹纹粉光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7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水润弹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7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蓓瑞至美纯臻动力之星-动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7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  足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8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O﹠TONG酵母赋活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9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姿秀燕窝补水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93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肤黛酵母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5998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丽班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0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pamao 魅力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0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魔丽班沁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0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诗秀摩洛哥坚果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1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FANER悠范儿净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知几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20 广州容颜商贸有限公司
HSH祛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2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祛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2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祛屑止痒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21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丽班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2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不知几香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41 广州容颜商贸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植萃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S·PALACE女性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49 广州优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蕴虾青素抗氧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蕴虾青素抗氧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蕴虾青素抗氧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CZ苦参祛痘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64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可美能量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6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不知几香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74 广州容颜商贸有限公司
娇贝尔多肽修护溶酶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77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 水润湿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7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淇儿水润奢养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79
广州伊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丝美诗花语润颜小蘑棒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85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不知几香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89 广州容颜商贸有限公司
塑颜娃娃焕颜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91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不知几香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094 广州容颜商贸有限公司
韩姿秀洁净润透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07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彩魅丽 玫瑰多酚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11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韩姿秀薰衣草果酸温和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19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丽诗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22
广州甜妆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NJY侬姣妍植物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2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萃膜力·樱花嫩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2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迩美亲肤离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48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佳养诗颜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50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  Entee多效修护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  Entee多效修护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  Entee多效修护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TREE良萃熊果苷美肌亮肤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56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美颜新生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61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婴儿特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67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WFAN 詩薇梵美韵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172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壹滴浓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诗丽水天后富勒烯肌底冻干粉套-富
勒烯肌底冻干粉+富勒烯肌底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07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弄月抚痕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2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G35北极蓝光抗衰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29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况林林菁舒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菁舒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菁舒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菁润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菁润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菁润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小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小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小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琳维儿寡聚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8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古娜米醋香丝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4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爱尚魅族焕活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0 广州敏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瑟玫瑰童颜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1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琳维儿牛油果特润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2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mao 润泽光透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蜜惑烟酰胺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5
广州新聚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黛琳维儿多肽弹力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57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肤美 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68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森姬丽青苹果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青苹果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青苹果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蒂姿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1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威森姬丽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牛奶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3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 青春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7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活力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8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活力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8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活力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8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OSI飘丝 养发小魔瓶（头发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292
广州市玖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丹荟牡丹原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09 广州丹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之优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23
广州菲妮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nYan棼颜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2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2暖阳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2暖阳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2暖阳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3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3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柔润修容粉底液03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TIMES塑颜光感粉底液 2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36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4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4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 人参奢养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4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熙然烟酰胺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49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然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0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祖啦乙酰化透明质酸肌底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6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心颜 舒缓修护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7 广州一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惹恋 水貂丝嫁接式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 水貂丝嫁接式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惹恋 水貂丝嫁接式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59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瑶黛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64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五色膜粉（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6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五色膜粉（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6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五色膜粉（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7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五色膜粉（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7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五色膜粉（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637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iang Jimmy滋养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6818
玛莎妮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Biang Jimmy润肤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5
玛莎妮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VC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VC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VC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淡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淡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淡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瓷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瓷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瓷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雪颜美肤套装雪颜美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4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舒缓修护精华套盒-寡
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1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舒缓修护精华套盒-寡
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2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保湿补水精华套盒-寡
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3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祛痘精华套盒-寡肽祛
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5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8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8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天塑草本修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298
广州美颜魔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诗微雅·幼龄美肌水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0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她公主百花祛斑霜套装-百花靓肤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11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Feiyue菲约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14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秀坊竹炭深层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竹炭深层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竹炭深层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洁颜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26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真爱密码套组-舒缓按摩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31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皙颜面膜组
合-皙颜美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4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温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4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皙颜面膜组
合-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5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星耀魅黑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51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55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2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2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2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禾妞倾慕热恋植物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水蜜桃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6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皙女王奢宠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77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纽仕克植寓香水奢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82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SpotlessAnswer多维修护润颜套盒-多
糖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83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SpotlessAnswer多维修护润颜套盒-神
经酰胺维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384 广州美肌数字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蚕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蚕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蚕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1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血橙高补水滋养五件套-血橙
高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23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血橙高补水滋养五件套-血橙
高补水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25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红石榴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26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鹤美辰臻颜密集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27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美膜美样血橙高补水滋养五件套-血橙
高补水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28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亮颜粉底液-紫金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30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星闪润透
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40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鹤美辰臻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48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爱格优品臻萃美肌水乳套装臻萃美肌水
嫩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64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格优品臻萃美肌水乳套装臻萃清莹柔
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65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婵猫氨基酸滋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7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丹诗何首乌发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77
馥丹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3性感红（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7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升美舒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79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GURUIYOUDAN净颜组合-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90
古瑞优丹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4小辣椒（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9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茶爽活力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49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透肌水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05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06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07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10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蚕丝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1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仕克植寓香水氨基酸洗发乳（绿茶轻
盈舒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26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纽仕克植寓香水氨基酸洗发乳（积雪草
去屑止痒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27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LAVGHR菁纯香水氨基酸洗发乳（叶绿素
轻盈舒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36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优葡墨藻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45
广州吉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保湿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4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柔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1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2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双润水肌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柔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呵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5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馨安娜寡肽蛋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61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6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馨安娜寡肽靓肤嫩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65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馨安娜寡肽微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66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鱼子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6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柔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7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氨基酸洗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7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LAVGHR菁纯香水氨基酸洗发乳（无患子
去屑止痒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75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馨安娜寡肽透润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76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水光密集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81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什禧雾珠滋润护手霜（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雾珠滋润护手霜（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雾珠滋润护手霜（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GHR菁纯香水润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93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LAVGHR菁纯香水氨基酸洗发乳(茶多酚
奢润亮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17595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02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十五色宝藏女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0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0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依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依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 茉莉依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美肤精萃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27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yue菲约蓝风铃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29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GFUHULI  HL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41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美肤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42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KM复活草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复活草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复活草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花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51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玫瑰保湿洁净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55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DGAGA赋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56 广州宝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效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71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格雅BOGEYA纤魅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7677 广州芯艾贸易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烟酰胺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04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 丝滑妆前隔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1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极润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莹亮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莹亮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莹亮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乙酰化透明质酸珍珠蛋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28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精灵柴胡精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堂益参轻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38
广州市伊贝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pamao 炫彩柔光六色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5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滋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瑟海盐注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7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海盐注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7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瑟海盐注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7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双重玻尿酸护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74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滋润）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8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水润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84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尼芙丽氨基酸柔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3 广州壹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狄佧蔓男士控油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狄佧蔓男士控油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狄佧蔓男士控油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滋润）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79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0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3#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0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5#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0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7#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0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5奶茶色（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0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iu diu十二色璀璨星空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19 广州茗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木瓜牛奶美肤魅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薄荷冰爽魅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品牌/婴儿肌美颜嫩肤沐浴露(香氛
留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浴SUYU花蜜之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素浴SUYU花蜜之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素浴SUYU花蜜之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SUIKONE光润焕亮气垫BB霜 M02#自然偏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29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海之匙深海奢养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3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滋润）1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3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益草宜木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35 广州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4#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3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spamao丝滑妆前隔离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39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6#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4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爱尚魅族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41 广州敏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经典口红（哑光）208#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4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优肌源盈肌安肤冻干粉+优肌源盈肌安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4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生姜发根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6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润采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892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1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1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1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pe smile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39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 smile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39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 smile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39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ILLUMINARE琉璃盒子水琉璃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47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葡墨藻柔润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49
广州吉地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琪妠神经酰胺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50
广州市美惠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51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57 广州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梨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62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黑芝麻+首乌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6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yue菲约蓝风铃修护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80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精华凝胶+羊胎素精华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97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精华凝胶+羊胎素精华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97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暨亚羊胎素精华凝胶+羊胎素精华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7997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琳维儿多肽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00 广州林森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越挚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03 广州绿越化工有限公司
OEBOLL臻源养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1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肌源盈肌安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迪凡芙奢氧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27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美妈咪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美妈咪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多效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美答富勒烯高奢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4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BONAZI博纳姿睛采润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36 广州博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贵人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贵人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贵人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时光臻颜复活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4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羽 植萃纯净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8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代羽 植萃纯净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49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代羽 植萃纯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54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YASHUNUO星钻转运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61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柔溪 玻尿酸赋活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6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絮 水光肌植萃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6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SHUNUO星钻转运口红7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73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YASHUNUO星钻转运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75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蜜爱海翎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09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爱能量珍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0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爱丝蜜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0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旺玞水盈亮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11 广州春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G35北极蓝光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1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888发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603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静和康紧致肩颈浓缩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5
广州莱芙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602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522浆果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108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JUNYISHENG防裂灵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29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幻彩柔润雾面口红405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大白兔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密记忆巴黎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3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密记忆卡帕里海盐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4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密记忆牛奶小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7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色迷潮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39 广州花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植萃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41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密记忆维密花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48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 专业眼影调色盘MAG5042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4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恒美星空金沙柔光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54 广州怡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 专业眼影调色盘MAG5043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6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V.RX鎏光惊艳放大镜睫毛膏（双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62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比慕深海活氧洁净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73
广州市慕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人坊魔法眉章眉粉 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74 广州淑妆屋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玫瑰丝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8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之来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92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美缘赋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缘赋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缘赋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缘赋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1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姿秀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03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防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05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 雨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0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康堂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植物原液舒缓嫩肤礼盒-植物
原液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红波摩力抚纹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1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乳木果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2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四宫格亮彩亲肤定妆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6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人话题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66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资乐 婴儿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68
广州优资乐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27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椰子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6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 茶爽均衡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8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活性肽肌活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8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琳达烟酰胺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烟酰胺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烟酰胺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范er 毛孔净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39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SM姜蓉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00 广州泰兰堤进出口有限公司
LANDTREE良萃乳酸菌舒缓修复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09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T瑞士宝石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12
广州瑞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媚惜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0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1空姐红(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2西柚橘（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YBELLA新活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3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3性感红（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新妍舒缓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3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1空姐红(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4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2西柚橘（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45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57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AILCARE 茶树舒缓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465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兮玻尿酸原液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兮玻尿酸原液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兮玻尿酸原液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秀坊巧克力滋养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巧克力滋养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巧克力滋养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颜美代肌肤修护冻干粉+肌肤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25
广州光学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唤新妍舒缓赋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2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唤新妍舒缓赋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31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保湿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58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DLS净颜氧气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6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玑韵艾叶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7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舒柔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591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NAZI艾娜姿 纤细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15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番茄红素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22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科唯雅邦植舒缓净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24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QUEENSTORY修颜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3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TIAN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54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默恩邓思 ·  舒缓修护轻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7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  舒缓修护轻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7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  舒缓修护轻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7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DΛIXINMΛY温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78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SOUL柔光滤镜粉饼#201亮白柔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81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植素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83
广州可丽可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8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鳄美人鳄鱼油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693 广州善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鱼子蛋白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11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YSOUL柔光滤镜粉饼#202自然柔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13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玉植瓷肌娇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18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盈鹤美辰臻颜靓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32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SUIKONE光润焕亮气垫BB霜 M01#粉润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35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茗萱 臻致润肤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46 广州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鹤美辰臻颜无暇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49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维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维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维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寒走  九天绿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1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迪凡芙奢氧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3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姿秘语素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6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鹤美辰臻颜雪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63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粉润维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粉润维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水嫩粉润维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莱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80
广州伊莱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82
广州伊莱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轻莹平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83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轻莹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84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9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9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18794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谷黄金烟酰胺奢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06
广州婧花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卉颜涂抹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涂抹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涂抹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心颜 靓肤保湿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28 广州一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升美养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42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MOONEEDY勾勒迷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64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CRIUS杏仁酸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73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蜜贝娜芯悦密龄舒护套芯悦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76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壮族战骨豆腐柴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9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壮族战骨豆腐柴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9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壮族战骨豆腐柴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9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驿赋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9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极佰草轻柔赋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8894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氨基酸珍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0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奈尔白芨活肤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03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蔓雅圣蒂 鱼子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10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ONEEDY柳眉远山三合一眉笔 02#深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12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凝露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1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奈尔水光雨雾新生嫩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17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磷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24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诺堂 香薰精油（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姜祛屑控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29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筋堂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晶瓷莹润祛斑盒-晶瓷莹润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86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晶瓷莹润祛斑盒-晶瓷莹润嫩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88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纪芬雅滋养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8994 广州市贡盈贸易有限公司

曲丽润养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01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晶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19017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圣洁精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01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曲丽和谐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02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百艾云集艾叶檀香温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03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QRZEN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1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1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1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佳儿驿站产后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1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丝莉缇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25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莱曼手部精华套盒-橙花清新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27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手部精华套盒-洋甘菊滋养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27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手部精华套盒-茉莉补水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27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手部精华套盒-玫瑰保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27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芦荟轻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芦荟轻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芦荟轻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比姬娜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套盒 
香粉羊胎素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水润DD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3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绪美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452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优蜜思美肌玉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458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MEOICALBEAUTY富勒烯奢宠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55
广州轻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童颜青春套-童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童颜青春套-童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5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青春靓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5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升美魅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69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俪升美精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70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俪升美净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71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俪升美平衡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72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玫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578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臻颜多肽活性尊享套-臻颜多肽活
性冻干粉+臻颜多肽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臻颜多肽活性尊享套-臻颜多肽活
性冻干粉+臻颜多肽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TDNA臻颜多肽活性尊享套-臻颜多肽活
性冻干粉+臻颜多肽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腹部舒活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NALY蚕丝蛋白丝素肽焕颜活肤套-丝
素肽焕颜液+丝素肽蛋白粉+丝素肽胶原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4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NALY蚕丝蛋白丝素肽焕颜活肤套-丝
素肽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4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禧色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57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肩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肩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肩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ONGSHU東束水晶流沙空气感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76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活力紧致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8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12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83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晶芙颜十杯水润泽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88
广州市宝致泉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蜜丝莉缇金缕梅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91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美肌肤致美肌肤保湿修护套装美肌多
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94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致美肌肤保湿修护套装美肌多
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94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肌肤致美肌肤保湿修护套装美肌多
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694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GSHU平衡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06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玉昭妍魅采修护套魅采多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10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魅采修护套魅采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11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魅采修护套魅采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12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修护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16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修护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1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缤迪人参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人参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人参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EGO轻透丝滑粉饼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25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美太莱净畅通套盒-虫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33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8℃国色天香套组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34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春暖花开套组温养温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35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莱曼手部精华套盒-乳木果凝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4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多肽紧肤套-多肽紧肤精
华液+多肽紧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49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COMAR多肽紧肤套-多肽紧肤精华液+多
肽紧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50 广州柯玛日化有限公司



綄颜妃净化套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53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润美尊享组合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62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睛彩美眸眼部组合-六
胜肽靓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6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润美尊享组合蛋白面膜粉
+海藻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6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润美尊享组合肌底补水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70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武斯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85 广州市美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芙颜洋甘菊润泽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87
广州市宝致泉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11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88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09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90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椿生舒活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92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晶芙颜玫瑰柔润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93
广州市宝致泉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SHAO﹠TONG蜂王浆蛋白亮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9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追色保湿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798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V美六胜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0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微精华液肽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0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SHAO﹠TONG多肽弹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0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悦心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1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薇悦心摩洛哥仙人掌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1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粉涩水光富勒烯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15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瑜天雅嬷嬷宝多效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16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源堂冰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26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禾溢美嘀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禾溢美嘀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禾溢美嘀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皇武斯轻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1 广州市美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玫瑰靓颜补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5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3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娇泉 奢养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4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皇武斯清爽冰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43 广州市美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ec量子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46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10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47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13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49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DONGSHU東束水晶流沙丰盈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54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六胜肽宫廷御容光采
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55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虾青素凝时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59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VieBeauti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肌曼MEIJIMAN烟酰胺元气光感亮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2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6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ONEEDY炫光琉璃水润雾面唇釉 M808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71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晶芙颜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72
广州市宝致泉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睫丽雅悦色指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78
广州睫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RITY SKIN LAB HA POWER DOSE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RITY SKIN LAB HA POWER DOSE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RITY SKIN LAB HA POWER DOSE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RITY SKIN LAB HA POWER DOSE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彩水感丝绒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缤可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83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玻尿酸丝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89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SHAO﹠TONG赋活肌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无患子精华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驿细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柚滋色美颜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美颜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波必婷雪绒花亮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1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曹氏悦颜荟 多效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源之金典清润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源之金典清润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源之金典清润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舒爽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素颜美肌三部曲-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42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aShiGe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1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艾妍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攸艾妍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攸艾妍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况林林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绅皙颜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61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吕后华美雕花丝绒口红 04奶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6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6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萃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70 广州朵萃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72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angqiao良俏泛醇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7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NGSHU東束水晶流沙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76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柔清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82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补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8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angqiao良俏烟酰胺黄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1998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CP山茶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02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雪阁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04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SCP玫瑰补水幼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08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EBOLL蜗牛修护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1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SCP百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15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况林林臀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臀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况林林臀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泉 奢养润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4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尼芙丽净颜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42 广州壹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蔷薇莹润补水透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72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 活肽修护冻干粉+活肽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81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御尊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皙美臻颜营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85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091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泉 奢养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1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曼MEIJIMAN透润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11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12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27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玖阡花花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30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11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35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6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EEDY柳眉远山三合一眉笔01#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7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养星堂山姜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古源之金典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源之金典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源之金典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清透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50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星堂人参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5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10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59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13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62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素颜美肌三部曲-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2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妆 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4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08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78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MOONEEDY摩登轻奢丝绒滋润唇膏M609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0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雅莉源束美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束美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束美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詩留美屋冰凉黑炭（男士）潔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冰凉黑炭（男士）潔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冰凉黑炭（男士）潔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冰凉黑炭（男士）潔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奇姬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198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睡道舒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03 广州归一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Succubi星空闪光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04
广州诗秋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泉 奢养润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0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兰朵玫瑰紧致润活弹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14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朵清莲净澈舒颜清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18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舒纹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21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嘉谜流光溢彩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39 广州众尚商贸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胶原蛋白精华爆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46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维稳澄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0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端丽星钻璀璨防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焕能抚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6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形象美 水润弹滑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弹滑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水润弹滑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墨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墨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墨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丽锁色水润微雕唇膏04#赤仙绣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65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69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7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7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FC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7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幼婴幼儿防皴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86 广州飞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 燕窝氨基酸雪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8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肌源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梵薇 燕窝氨基酸柔顺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丝绒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02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 燕窝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04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星堂艾草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1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凯色梦境绝色唇釉 #106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1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渟玻尿酸平衡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2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色水晶无瑕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29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 燕窝氨基酸焗油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45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芦荟养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47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亮肤注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5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CJGJ发丝韧性还原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5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JGJ发丝柔顺还原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5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爱琪莱著金炫彩莹润微雕唇膏01#丹璃
绣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6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酵母优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62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清莹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64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沁肌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69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水酿洁肤海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7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科森 酷蓝激强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0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昌行 氢养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氢养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氢养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氢浴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氢浴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昌行 氢浴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宜肤美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3
广州美易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US World眼部滚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84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爱琪莱奢金炫彩莹润微雕唇膏02#红鸾
绣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9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彩柔雾女主口红（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9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漺赋活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96
广州申笠方网络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蔻彩时尚流金口红（人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19220399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O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0428 广州天美优品商贸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5奶茶色（唇
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43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十五色高甜女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043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道粉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451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觅可射手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454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哒修护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18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爱卉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润泽修护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2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NEY秘笈修护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2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修护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27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海洋植物头发修护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40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4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4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水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4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US World眼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49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耐沃海洋植物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53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甲壳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60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拯颜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65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慕深海活氧清洁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72
广州市慕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黎斯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576 广州民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奕渟玻尿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0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US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0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RIUS蓝铜胜肽紧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05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RIUS烟酰胺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0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班舍尼凡士林深养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42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LDGAGA赋活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60 广州宝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 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7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  大红瓶尊享明星礼盒-绾彩  挚
爱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7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  大红瓶尊享明星礼盒-绾彩  挚
爱香氛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677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皙美臻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18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粉黛妩媚三合一眉
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20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七草八木人参滋养洗沐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28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蓓儿舒缓明眸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32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水润魅惑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gqiao良俏泛醇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禾益康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舒活灵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舒活灵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舒活灵动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柠檬果酸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职场日记洛丽塔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53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禾益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姿莉奇迹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莉奇迹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莉奇迹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76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挚卿春复活草水漾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69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挚卿春复活草水漾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2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筋堂腹部护理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腹部护理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筋堂腹部护理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卿春复活草水漾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禾益康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08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子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42 广州伊子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娇嫩润滑柔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娇嫩润滑柔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娇嫩润滑柔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卿春玫瑰焕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52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芮菲多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57 广州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鳄之谜鳄鱼油奢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7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梦凝香润肤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润肤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润肤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7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姿柔肤妆前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8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柔肤妆前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8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柔肤妆前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8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卿春玫瑰焕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8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龄佰花熊果苷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93
睿恩企业管理顾问(广州)有
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94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0997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0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08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0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缇嘉瑞美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10 广州颜植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淡
彩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淡
彩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淡
彩米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妮汀娜肌底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20 广州桦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思琦青蒿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曲姿韵 清漾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清漾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清漾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生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4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生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4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生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4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N-AYILIAN百年·阿依莲水漾肌密保湿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4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浪颜玻尿酸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60 广州馨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臻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63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沁润悦活亮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6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士兵黑头导出鼻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6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小士兵收敛毛孔鼻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6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温感渐变魅惑唇膏01淡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78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雅思琦青蒿清爽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清爽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清爽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小士兵净颜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8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思琦青蒿平衡清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平衡清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平衡清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0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觅可双鱼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02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思琦青蒿滋润净透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滋润净透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滋润净透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觅可白羊座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21 广州觅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安琪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22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埖圳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4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参魅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4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金佰卉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5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蕾彩贝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53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皙美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
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1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S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7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典VC植萃焕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186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简颜究神经酰胺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0 广州爱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海洋莹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1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炫润双效美唇唇膏04小辣椒（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卿春玫瑰焕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NFEI蔓菲海洋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5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简颜究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08 广州爱美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水浪颜玻尿酸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10 广州馨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及佳白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14
广州及佳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浪颜玻尿酸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17 广州馨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牛奶柔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1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小鱼植物系男友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30
广州抱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婕露絲 按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49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山田百惠赖氨酸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0
广州山田百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黛宫多肽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黛宫多肽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黛宫多肽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光感遮瑕CC霜蘑菇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光感遮瑕CC霜蘑菇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光感遮瑕CC霜蘑菇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D＆S净肤收敛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6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D＆S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58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酥域 轻盈通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60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酥域 轻盈康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61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粉黛妩媚三合一眉
笔03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64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施云燕黄金燕窝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68
施云燕（广州）健康产业科
技有限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雾面净透亮颜蜜粉
02自然雾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71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欧姿芬马油手足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285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缔美国际恒耀光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03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婕露絲 晶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18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INUS World紧致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19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尊莹 女人香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2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恒耀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42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NKM柔光遮瑕沁水粉底液 #03 暖阳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50 广州维拉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柔光遮瑕沁水粉底液 #05 健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52 广州维拉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菁纯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55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NKM柔光遮瑕沁水粉底液 #07 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56 广州维拉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NKM柔光遮瑕沁水粉底液 #02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60 广州维拉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彩魅丽 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64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PIAC满天星细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6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轩堂颐养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轩堂颐养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37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仕兰健肤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00 广东九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
华液+紧致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04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植萃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09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宝苗家金方植萃套-苗康宝苗家金
方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10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清颜轻清净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清颜轻清净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清颜轻清净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净纯套俪颜净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若曦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纯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水娃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凝脂水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若曦套净颜若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若曦套净颜若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若曦套净颜若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凝脂套惜颜素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凝脂套惜颜素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凝脂套惜颜素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48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艾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养修护套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养修护套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养修护套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5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宝草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61 广州云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润纹修护套-媚惜胶原蛋白冻干粉+
媚惜五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62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新机多肽时光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
-多肽时光紧致修护冻干粉+多肽时光紧
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63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焕肤亮颜套白
人参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6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奢养水光赋活套组-孔雀
石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467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 寡肽修护优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汝清修护套组-汝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靳妃1号系列套盒 靳妃活力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12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靳妃1号系列套盒 靳妃活力舒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13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靳妃1号系列套盒 靳妃活力舒畅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14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靳妃1号系列套盒 靳妃活力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15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森蕾婷佰草养护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18 广州馨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馨坊颐养修护套-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28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丽颖私人定制晶透焕颜套盒-私人定
制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31 广州亿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蜜臀暖养油+蜜
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蜜臀暖养油+蜜
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蜜臀暖养油+蜜
臀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典富勒烯舒缓修护组合-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38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莉娜jialina海蓝之谜系列丝感细致
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45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世黛逆龄焕肤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66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尊魅力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魅力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魅力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希雅肌底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7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奕渟玻尿酸滋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8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歌多肽胶原蛋白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85 广州柏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道奢养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86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朗皙富勒烯多肽紧致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59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黛洛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04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海洋莹润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05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1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1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小蘑菇气垫美颜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1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郦萱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0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彩大理石纹魅惑口红（黑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姝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姝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姝畅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完美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3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通调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通调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通调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赋活舒润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赋活舒润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赋活舒润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呵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时代母婴会所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MEAST丰润千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47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FEI蔓菲海洋莹润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49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温润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53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奢提多肽修护干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62 广州宝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世黛黄金奢宠逆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66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光生沁润水光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72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尊润菁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润菁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润菁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生燕窝赋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79
广州丝德瑞汀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婵猫氨基酸丝滑补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8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JA手足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1687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姿雅 疏通温养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疏通温养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疏通温养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俏伊容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青春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2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HONEY草本抗皱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姿雅 腰部舒适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腰部舒适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腰部舒适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俏伊容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舒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舒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舒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3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典富勒烯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8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 青春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5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YIER法伊儿海藻小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60 广州汇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6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6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肤堂 薰衣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6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多肽细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70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姵润抚纹多肽冻干粉+抚纹多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0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5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6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8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89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魅惑炫彩唇膏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91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奇迹赋活透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797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滋发水漾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01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苗滋发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14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苗滋发车前草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15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苗滋发金缕梅净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18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尼可熊儿童猴面包柔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19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滋发蛋白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21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綵薇堂 sunny weyoung 薰衣草纯露花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27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苗滋发橄榄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38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未原臻研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66 广州一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nEccS璐易丝·亮泽柔顺免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67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可熊儿童猴面包柔润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69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jaychou逆时空极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77 广州晨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精灵水润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水润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水润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可美玻尿酸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1 广州沁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黛洛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2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菁萃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可熊儿童猴面包水晶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85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尹梵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89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0普罗旺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朵娇蘭多肽冻龄抗衰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多肽冻龄抗衰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多肽冻龄抗衰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NǒME可撕指甲油#39蓝色地平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娇泉 奢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菱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5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漫完美净颜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8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2闪耀维纳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0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4星光琉璃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1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爱·雪清 赛青春玻尿酸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16
广州市汉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1玻璃糖纸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EMDORN瑾妆多重玻尿酸聚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3紫色放射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27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38向日葵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3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琳秀坊玻尿酸水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玻尿酸水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玻尿酸水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可撕指甲油#45逆光镭射银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3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闺秀水感肌密透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62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蘭家闺秀水感肌密清洁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64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anEccS璐易丝·蓬松定形啫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1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nEccS璐易丝·留香润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4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SAVEA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粉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EYSOUL光感盈润无瑕粉膏#102浅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0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滋发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6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費洛恩至臻青春鲜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7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蜂颐堂  蜂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  蜂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颐堂  蜂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1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鲜活维C烟酰胺嫩滑养肤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00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SOUL光感盈润无瑕粉膏#1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0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可熊婴儿猴面包滋润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07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精油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精油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传说玫瑰精油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莹润亮颜冻干粉+莹润亮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莹润亮颜冻干粉+莹润亮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莹润亮颜冻干粉+莹润亮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晶肤无暇修护冻干粉+晶肤无暇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晶肤无暇修护冻干粉+晶肤无暇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晶肤无暇修护冻干粉+晶肤无暇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5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马克蝴蝶 宝宝痱子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6
广州妙婴草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渟玻尿酸修护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2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莘肌柏魅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30 广州卡米拉贸易有限公司
圣蜜莱雅黄金艾宝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34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素问沁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问沁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问沁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淞沁堂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45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淞沁堂舒润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49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淞沁堂春暖花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54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淞沁堂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65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安姿秘语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黄庆仁栈雪莲焕颜润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雪莲焕颜润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庆仁栈雪莲焕颜润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娇蘭臻颜动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臻颜动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臻颜动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苗滋发玫瑰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81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欧姿芬水润净颜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83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辛艾诗迪控油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84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应承雪绒花润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89 广州应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滋发辅酶Q10净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094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幸然抗皱美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15
广州美肽莱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MDORN瑾妆黑贡米备长炭焕采耀亮黑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2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DORN瑾妆红石榴盈润水亮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2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闺秀水感肌密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33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兰希温享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39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天兰希温享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44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尼可熊儿童猴面包柔润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46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轻透水光气垫美颜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漫完美净颜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58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宫坊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草负氧离子生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渟氨基酸平衡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宫坊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旗秀堂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66 广州旗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姵润润肌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76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珍维丝丝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8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水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8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BC星光大眼闪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星光大眼闪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星光大眼闪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塑颜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0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妍丽赋活逆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C蓝宝石零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蓝宝石零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蓝宝石零晕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烟酰胺山羊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195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原刺刺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00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ABC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纤细流畅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6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205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 蜂胶温感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28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缤纷日记FUNDIARY丝缎柔雾唇膏 305#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37 广州诺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千金臻参丰盈舒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42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玉美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45
广州欧玉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营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4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48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酷黑大眼神韵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酷黑大眼神韵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酷黑大眼神韵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 燕窝氨基酸蛋白还原酸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7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姑娘小黄瓶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81 广州蜜蔻贸易有限公司
Caarla卡尔拉多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82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韩菲燕水光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84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咪芽水光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285 广州咪芽实业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1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1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1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GO琉光奢润口红02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11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禾诗依玻尿酸安瓶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28 广州垠棋贸易有限公司
叶子草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44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妍丽赋活细致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5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NBIQUAN仙碧泉男士清爽净致控油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59
广州艾尚多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叶子草多肽滋养修护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6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奂颜修纹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奂颜修纹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奂颜修纹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2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熊果苷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3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雅莉斯菁萃靓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C哥海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86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草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93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玻尿酸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95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妍丽赋活透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39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妍氏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06
广州市博阑特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悠莎精致双头眉笔(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08 广州上野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辛艾诗迪大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11 广州美急送贸易有限公司
叶子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1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裊裊婷婷净颜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23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ET花瓣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25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JISE麦吉瑟光采润色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29 广州爱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修颜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3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38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KY牛奶美肌蚕丝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44
广州市白布兰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蔻月何首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4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蔻月何首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4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蔻月何首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4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艾益堂优姿美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48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鱼子精华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53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裊裊婷婷绿茶精萃清新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57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KY燕窝修护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61
广州市白布兰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涵小鱼植物系男友多效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62
广州抱爆团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优碧丝香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68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鱼子精华赋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0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妍丽赋活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恩轻颜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轻颜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轻颜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莉奇迹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莉奇迹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莉奇迹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箐萃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8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妍丽氨基酸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9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鲸喔迷迭香滋养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94 广州逸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箐萃强韧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49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times水漾高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02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妍丽赋活醒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1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艾堂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肤人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肤人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肤人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艾堂草本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OKZO玻尿酸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8
清研同创（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 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 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 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妍丽赋活逆龄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4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罗莎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4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罗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4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4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OSA水光多肽焕颜智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4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润颜嫩滑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润颜嫩滑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润颜嫩滑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禄坊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冻干粉+基底
焕彩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冻干粉+基底
焕彩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冻干粉+基底
焕彩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6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5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6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6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冰川雾面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6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罗莎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7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7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慕丝植萃●茶籽舒缓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2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慕丝植萃●茶籽舒缓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2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罗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9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YELS肩颈舒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59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罗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0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时光臻颜复活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04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芬妮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0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瑞茜斯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08
广州格瑞茜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蚕丝水润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1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瑞茜斯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23
广州格瑞茜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洋峰硒草露洗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24
广州肽洋峰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蜂胶嫩滑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雯 晶透皙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46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焕肤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5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6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红石榴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6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蓝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7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7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柔滑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柔滑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柔滑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毛孔清透细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69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轩堂颐养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渟烟酰胺活力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1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丞溪寡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15 广州丞溪科技有限公司
VHAVC熬夜修护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熬夜修护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VC熬夜修护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维尔兰海洋补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25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姿爽滑一把顺滑柔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32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柔肤多效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3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资语青春密码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36 广州塑欣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4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NQI纯奇多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53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景姈雅艾姜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68
姈雅（广州）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UXH富勒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76
桃若坊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富勒烯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富勒烯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安呐呗拉富勒烯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7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初柔水润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8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丹娜 孔雀石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98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NQI纯奇肌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799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EY千人千色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00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眼万年凝时盈润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CC2卡露茜茜精细塑形四爪液体
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10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露丝年华烟酰胺安瓶精华提亮润皙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3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VEGO琉光炫彩唇釉01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39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弗斯佩恩高定风尚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44
广州梵臣季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GO琉光奢润口红01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53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烟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6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卡芙玻尿酸晶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78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GO琉光炫彩唇釉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92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VEGO琉光炫彩唇釉02暗红复古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96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VEGO无瑕净透遮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97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芭碧丝罗马香氛檀香受损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898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焕肤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3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草啊道芙多效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3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多效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3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啊道芙多效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35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柯臻颜安肌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37 广州芭非丽贸易有限公司
佰皙美臻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48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5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思尔乐 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6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睡眠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 黑海盐净润泡泡SPA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83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SUMEISMILE素美颜植物精萃活性修复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8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植物精萃活性修复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8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植物精萃活性修复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8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温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299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武夫人胶原蛋白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33 广东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夫人胶原蛋白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39 广东康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诗丽金箔凝时净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41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姿源水动力补水套冰氧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58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5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蜂胶去黑头套盒-蜂胶去黑头
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太莱热感通套盒-野姜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64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Mi花为谜美韵修护套-美韵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73
广州聚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NUAN YA 暖雅草本精粹活力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0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NUAN YA 暖雅傣芳精粹活力舒养套-草
本精粹活力舒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1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NUAN YA 暖雅傣芳精粹活力舒养套-草
本精粹活力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2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QUEENSTORY 冰感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冰感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冰感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魅采修护套魅采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097
广州七叶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0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奢多肽赋活臻享套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22 广州伊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至臻时光塑颜套-至臻时光塑
颜冻干粉+至臻时光塑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23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52Aces黑桃系列口红 001M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28
广州市冬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心美思美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30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暨大元素至臻时光焕颜套-至臻时光焕
颜冻干粉+至臻时光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36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4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奢倍护舒养套艾奢倍护舒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46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奢净化呵护套艾奢净化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56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秀曼寡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焕颜修护冻干粉+寡肽焕颜修护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16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佳人 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27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蕾彩温莎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28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黛芙霖美肌焕颜多效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29 广州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诗依富勒烯安瓶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31 广州垠棋贸易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焕变智控淡彩润唇膏 牛奶糖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5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粉红安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VEGO无瑕净透遮瑕液03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55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色娜娜男士清爽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男士清爽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男士清爽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亮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7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GO无瑕净透遮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73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蓝甘菊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8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姿秀烟酰胺滋养修护补水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297 广州玉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新彩 可可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05 广州俪涵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美 精油（奢华经典 美龄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1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玻尿酸新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2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护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2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2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2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雪肤丝滑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3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碧丝罗马香氛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41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琳思康 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6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6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68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碧丝罗马香氛丝蛋白滋润护发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70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 24K黃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7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姿芬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374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碧丝罗马香氛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436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小西芯心摇曳淡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498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间主角  氨基酸净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23500
乐见（广州）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奶格玛奇迹之光微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501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UHI美肌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25 广州万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海洋植物毛躁修护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26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小西恋爱物语淡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73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春美烟酰胺保湿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保湿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烟酰胺保湿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小西丰盈臻润玫瑰精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80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子草烟酰胺倍润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684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RIFIS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RIFIS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RIFIS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莱哒丝氧润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39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盈润恒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盈润恒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盈润恒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4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盐玉皙海盐氨基酸润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51 广州众力天圆科技有限公司

杜兰博烟酰胺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5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烟酰胺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5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烟酰胺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5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轻纤派草本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61
广州千泽康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莱哒丝氧多肽冻干粉+丝氧多肽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872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XCD贻贝肌肤屏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24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莉欣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2
广州美莉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尹真熙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星钻幻镜口红NO.8327A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尹真熙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CD蛇毒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88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花弄月蚕丝活性肽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9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细颜 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96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莱哒润腹丝氧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97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奶格玛奇迹冻龄保湿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98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奶格玛奇迹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3999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0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0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0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冰丝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沙菲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2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吉米小屋新肌遇美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2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小屋新肌遇美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2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小屋新肌遇美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2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晳丽艳泽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26
广州娜妍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炫彩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4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弄月雪颜晶盈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5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水嫩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57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爽滑一把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65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倍润美肌乳（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7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4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IFIELD滋润柔亮唇膏88#(橙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2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3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玉秀娇妍靓颜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秀娇妍靓颜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秀娇妍靓颜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倍润锁水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4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心美初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53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水颜秘时黄金提升精华液+黄金提升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2418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控油舒缓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0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秦芯美臻养调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03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尼可熊儿童猴面包清爽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10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尼思可卸甲油胶（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0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澳洲女孩鸸鹋油橙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1 广州新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纯臻透亮凝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36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丽子爽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小屋ROSE ROOM玫瑰精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7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小屋ROSE ROOM玫瑰精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7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小屋ROSE ROOM玫瑰精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7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8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纯臻透亮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85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补水亮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293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ck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02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人坊魔法眉章眉粉 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04 广州淑妆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3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3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Ls 阿曼雷斯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32 广州韩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弄月蚕丝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3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元灸泥仆艾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39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泥元灸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40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许纯臻透亮凝脂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50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洋甘菊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新彩蓝风铃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397 广州俪涵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驻颜焕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1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可熊婴儿猴面包倍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15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姜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姜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姜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新彩许愿精灵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28 广州俪涵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炫翘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66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6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积雪草养肤气垫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7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姿婷薄荷清透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497 广州中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沙菲妮水漾凝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51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ESCP柔润焕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517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IFIELD小灯泡滤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526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参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52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亿佰集芦荟深层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09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焕肤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1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倍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2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活性肽修护清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2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雪肤丝滑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2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臻颜时光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3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瑰愫臻萃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39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尚V美深海盐净润泡泡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0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  舒然温养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亿佰集芦荟补水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V美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4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朱疯子叁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51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黛斯诺拉鱼子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54 广州辰日化妆品有限公司
YAQINUO雅琪诺轻奢闪耀立体眼影盘1#
沙漠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5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YAQINUO雅琪诺轻奢丝柔立体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6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IELD双色光彩提亮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7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EMTIX沉香滋养修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87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纤玳娅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90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沐梵水漾嫩肤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98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多肽紧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699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0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延颜玻尿酸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01 广州沁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0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08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DΛIXINMΛY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09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11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12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兰妍温泉水柔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13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23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姵润润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34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海洋水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56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嘉寡肽瓷肌薄纱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6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樾品青春抖肤补水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69 广州志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ROUSIYU氨基酸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7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氨基酸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7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氨基酸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7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歌睿男士活力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74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挚卿春玫瑰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76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SHUNUO星钻转运口红9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80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苗滋发柔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84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KIRAME免洗粘钻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89 广州市佐壹新材料有限公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尿酸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7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佰集金蜗牛净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01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的多采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的多采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的多采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iama阿貝阿妈植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09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美采芙 莹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22 广州东陇贸易有限公司
优碧丝六胜肽玻尿酸青春定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29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闺秀水感肌密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30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丝颜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47
广州鸿兴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佳颜紧致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50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娜绚丽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5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邦娜绚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5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粉红豹亲亲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6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浴宝三合一洗发护发沐浴露（苹果
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75 广州御高贸易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立体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91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她许凝时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95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凝时塑颜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97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佳颜丝滑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89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金箔黑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07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佳颜玉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1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14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神经酰胺安瓶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20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丝颜植萃舒缓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24
广州鸿兴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丝颜玉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28
广州鸿兴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姿馨烟酰胺靓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烟酰胺靓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烟酰胺靓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3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佰集金蜗牛修护补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3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1949 粉红蜜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39 广州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艳多肽玻尿酸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42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ting18 皇后瓷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8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淳藏通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8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藏通调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坤合通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紫河暖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畅清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紫河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畅清理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淳坤合通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4996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KIMUSE缪色 持妆哑光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1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草本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1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姣妍靓肤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姣妍靓肤套-姣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姣妍靓肤套-姣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奢温润养元套艾奢温润养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29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奢三玖舒爽能量套艾奢三玖舒爽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0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木香按摩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木香按摩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木香按摩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妙颜抗皱套妙颜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新机多肽亮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亮肤修护冻干粉+多肽亮肤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37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瑷思莉轻盈舒体润肤套-轻盈舒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轻盈舒体润肤套-轻盈舒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思莉轻盈舒体润肤套-轻盈舒体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净颜提亮冻干粉套组-净颜提亮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净颜提亮冻干粉套组-净颜提亮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净颜提亮冻干粉套组-净颜提亮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修
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修
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修
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冻
干粉+靓颜深层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冻
干粉+靓颜深层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冻
干粉+靓颜深层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富勒烯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5070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瞳眼部肌底修护定格套-眼部肌底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2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B11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R12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P13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G14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Y15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4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B16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C17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2.0系列指甲
油DG18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温润暖养泥膜+
蜜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温润暖养泥膜+
蜜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密臀之星-提组合温润暖养泥膜+
蜜臀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草本精粹按摩
油+腹部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草本精粹按摩
油+腹部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草本精粹按摩
油+腹部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舒缓植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舒缓植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舒缓植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滋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滋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精雕之星-雕组合腹部滋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氨基酸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88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深层清透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89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90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91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植物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92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深度补水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193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迪珈三色唇釉套盒03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03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柏迪珈三色唇釉套盒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0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柏迪珈三色唇釉套盒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0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耀美伊池赋活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耀美伊池赋活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耀美伊池赋活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7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庄园樱桃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75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佰集金蜗牛嫩肤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76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蘭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81 广州柏宝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紧致修护套-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293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红石榴鲜活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0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KADA威卡达 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02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葡糖苷净化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05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舞悦无暇多效素颜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无暇多效素颜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舞悦无暇多效素颜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感无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愈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42
广州市合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亿佰集芦荟深层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48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光世家修护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光世家修护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光世家修护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5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红石榴鲜活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5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ki 钻石璀璨立体高光粉 02少女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2537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奥比巴黎之夜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2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巴黎之夜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2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巴黎之夜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2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ki 钻石璀璨立体高光粉 01白月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25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佰集芦荟深层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33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钻石璀璨立体高光粉 03撒哈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34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红石榴】鲜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5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臻钻光感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5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YAQINUO雅琪诺轻奢闪耀立体眼影盘2#
赤紫烟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5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清颜净肤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清颜净肤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清颜净肤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68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吻别恶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7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清爽保湿造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8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动力润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92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玻尿酸密集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9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漫步花园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9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漫步花园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9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漫步花园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49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动力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503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苒睿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504 广州苒睿商贸有限公司



RN紧致修护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5505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苒睿茶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526 广州苒睿商贸有限公司
水之初星钻丝柔口红 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52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分子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40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驻颜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驻颜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驻颜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芘歌氨基酸牛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56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 红石榴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64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氏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氏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氏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怡爱活力保湿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78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动力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81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艺姿富勒烯角鲨烷胶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8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艺姿富勒烯角鲨烷胶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8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艺姿富勒烯角鲨烷胶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8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初星钻丝柔口红 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95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FuQuan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97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异国恋曲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9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异国恋曲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9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奥比异国恋曲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69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妍皓容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1
广州市晖琳美容保健品商贸
有限公司

淘芙妮美肌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美肌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美肌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N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6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贵妇水凝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0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NǒME迷醉宣言香水【绽放】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迷醉宣言香水【冒险】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迷醉宣言香水【性感】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3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迷醉宣言香水【独立】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3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aiFuQuan石墨烯净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34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贞媛心品酒粕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35 广州和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迷醉宣言香水【高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3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GSG舒缓净肌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4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绘莱雅 海洋润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 海洋润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 海洋润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透亮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56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6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敷mu fu水漾精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4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新彩蔚蓝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82 广州俪涵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8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7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苹果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苹果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苹果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珧美域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enmeng女王柔色持久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enmeng女王柔色持久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enmeng女王柔色持久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18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SBB丝柔自然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28
广州市赛玻比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水之初奢宠臻润幻彩唇膏 烈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29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敷mu fu水漾精粹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32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XCOLATIN BEST SOLUTION FOR 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爽身摩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5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ALIND Areginine Essence A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Areginine Essence A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Areginine Essence A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Areginine Essence A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XCOLATIN ROSE ESSENTIAL OIL BODY 
SHOWER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48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宝 舒缓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51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COLATIN CHERRY BLOSSOM BODY 
SHOWER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5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ALINDVitamin C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Vitamin C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Vitamin C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Vitamin C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芊丽人大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68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华侬【红石榴】鲜活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7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7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丽人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81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6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丫头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黄金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8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 亮肤焕采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09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敷mu fu水漾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0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跃动牙买加香型香氛滋润丝滑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敷mu fu水漾润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3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博士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7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NALA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NALA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NALA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柯奈儿丝绒哑雾惹火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29
广州市柯奈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敷mu fu水漾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42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 速干不间断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4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剿巢i淘男士护肤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男士护肤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男士护肤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KIQUEN舒润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6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DTREE良萃乳酸菌舒缓修复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7 广州韩肌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邂逅香水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58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思琦青蒿头皮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头皮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青蒿头皮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洛华侬蚕丝倍润锁水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嘉寡肽瓷肌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ZZ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69 广州护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氨基酸氧气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00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源世家活源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0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今蝉鲟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34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FEIFAN芯菲梵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39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澄净细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51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愫美地带肽动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52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叶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59 广州梦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iyi维一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63 广州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FuQuan积雪草润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64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康坊 芦荟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75
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超雪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78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茵愈颜修护冻干粉+愈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7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茵愈颜修护冻干粉+愈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7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茵愈颜修护冻干粉+愈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79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之优 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81
广州菲妮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氨基酸洁面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8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恬梦达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梦达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梦达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095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保湿净颜BB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02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美肌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1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肤泉宠肤臻颜净颜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19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3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妆秀黄金多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3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妆秀黄金多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3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妆秀黄金多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35
广州市花姬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胎盘素溢彩仟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82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B3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B3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ve B3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9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肤泉宠肤臻颜水活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191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富勒烯保湿弹丝按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02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道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04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高原刺刺梨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08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LIP TANGLY|唇纷奢宠焕亮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1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柯奈儿轻盈水漾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14
广州市柯奈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兰妍纯臻丝绒唇釉（A01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20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红安悦颐养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MEIYA兰玫雅月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29 广州暨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敷mu fu水漾精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30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活悦亮肤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4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活悦亮肤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46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活悦亮肤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51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绝代百草活悦亮肤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52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玻尿酸量子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5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绝代百草活悦亮肤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55 广州邦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美鲜 颜冰泉舒缓靓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6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鲜 颜冰泉舒缓靓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6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鲜 颜冰泉舒缓靓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6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复颜奇肌修护精华液+复颜奇肌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78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8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8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8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 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8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许凝时紧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88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吉蜜儿胡萝卜素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94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Msnbeauty挚爱红唇润唇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9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兰妍纯臻丝绒唇釉（A03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299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复颜奇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00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世黛逆龄童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07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倩肤泉宠肤臻颜水活奢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12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LACHARMER 仙嘉佰莉酵素蚕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28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2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MINSHZEE巴洛克油画15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巴洛克油画15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巴洛克油画15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芝颜弹力胶原按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46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肤泉宠肤臻颜水活嫩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51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魅一族魔力柔美露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52 广州美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兰妍水嫩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56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NQI纯奇黑植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71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7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7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76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mi Jamaki臻妍莹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78
美宸（广州）干细胞再生医
学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焕颜精华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392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道奢养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11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杜润葡萄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葡萄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葡萄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美人光感幻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19 广州亲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弄月雪颜晶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2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柔顺去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3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斯墨黑深邃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42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蓝雨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4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BB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51
广州市赛玻比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姿爽滑一把水润亮泽丝滑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52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E焕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E焕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E焕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哒修护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89
百哒商品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9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9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493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青春定格仙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06
广州纯然美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兰妍纯臻丝绒唇釉（A02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09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es滋润去角质手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23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著光甘草定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3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FuQuan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32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润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兰妍水嫩修颜隔离霜（柔肤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3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4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氏烟酰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烟酰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烟酰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7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亮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亮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亮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5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兰妍水嫩修颜隔离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62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细颜靓颜盈润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591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NGSOG类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0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NGSOG类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0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NGSOG类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0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星光闪耀慕斯眼影 01 致敬经典 
BE CLASSIC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12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雾丽流光柔滑修护肌底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26 广州雾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酵母轻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633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mmy's Corset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my's Corset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my's Corset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采芙 辅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33 广州东陇贸易有限公司

优肌源晶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晶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晶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67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来韵美颐养修护套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67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孕来韵美颐养修护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72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传明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传明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传明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多分子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多分子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樱野子·臻颜悦享套组 多分子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69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 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胡
萝卜素蛋蛋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10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润焕颜-私人定制套 双分
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20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润焕颜-私人定制套 双分
子玻尿酸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2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奶格玛奇迹抚纹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31 广州市香巴文化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润焕颜-私人定制套 左旋
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3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润焕颜-私人定制套 左旋
维C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3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琇竑颜伊美修护套-伊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4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姣妍靓肤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4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眼部肌底修护定格套-眼部肌底定
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43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凝瞳眼部肌底修护定格套-眼部修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44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4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草本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焕颜靓肤套-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馨坊颐养修护套-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6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8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8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58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0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0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畅舒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0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臻颜水光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5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妍慧肌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7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69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滋养套盒-寡肽肌底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70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艾奢养元能量套艾奢养元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75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9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9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09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1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1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花辞法國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1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活源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19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活源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33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绾彩 大红瓶尊享明星礼盒-绾彩 挚爱
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神仙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嫚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4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玻尿酸优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5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6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60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清透舒缓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65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rez & Honor ACFFEINE ANTI-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ACFFEINE ANTI-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ACFFEINE ANTI-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ACFFEINE ANTI-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琪莱无境恒美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rMJplus男士润唇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芦荟修护保湿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菲兰斯神经酰胺高倍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5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国熙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熙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熙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8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8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9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秘时光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9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秘时光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9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肌秘时光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9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2719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防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00
广州市昊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0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自然细芯双头眉笔 05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07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贞堂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08 广州华圣科技有限公司
BEAUTIFIELD丝绒柔雾唇膏02#(复古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1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EAUTIFIELD丝绒柔雾唇膏01#(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14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1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1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媞纳斯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3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gdai棠黛24K金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46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 柔顺丝滑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6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迪珈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8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黛雅莉斯多肽密集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8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289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CALODIA小麦蛋白营养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09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UKASANN欧卡尚鎏光焕变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1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LODIA小麦蛋白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13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AJIANI帕加尼丝蛋白营养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17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AJIANI帕加尼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20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AJIANI帕加尼控油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22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词木棉花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2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牛油果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3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虎 芦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32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迪珈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48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焕颜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55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 柔皙隔离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柔皙隔离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 柔皙隔离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水光保湿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水光保湿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水光保湿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男士清爽控油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66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科拯颜清雅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70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TINE纯爱香氛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纯爱香氛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INE纯爱香氛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延年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78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麗晶明人之星玫瑰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88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丽星化
妆品商行

雅词山羊奶补水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38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麗晶明人之星胶原蚕丝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00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丽星化
妆品商行

绯丽克斯水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02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大元素至臻时光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09 广州森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美人沁润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10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多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11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木子净透亮颜紧致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12 广州霖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S TOWN婷姿堂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19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梦幻光彩亮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梦幻光彩亮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梦幻光彩亮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金箔妆前饰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金箔妆前饰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金箔妆前饰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ting18亮透嫩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3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KIMIKO水晶丝柔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38 广州乐享文化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47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NQI纯奇水解蛋壳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48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大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5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慕堂生姜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56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7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著熊果苷多肽亮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77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慕堂香附子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82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鱼籽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87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European Garden柔光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93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慕敷mu fu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495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富勒烯胶原新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01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娜青春定格精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08 广州薏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科拯颜丹皮酚缓释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09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鱼子酱多肽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11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漾小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19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炫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蓦然花开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蓦然花开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蓦然花开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黛姿美氨基酸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美氨基酸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美氨基酸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肌肽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28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KOVEI蜜爱恋彩口红M204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35 广州玛可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KOVEI蜜爱恋彩口红M203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36 广州玛可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老姜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3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KOVEI蜜爱恋彩口红M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38 广州玛可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烟酰胺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烟酰胺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烟酰胺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西柚柠檬滋润香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4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KOVEI蜜爱恋彩口红M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48 广州玛可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佰草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5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肌动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58
广州宝莱医学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俏芙堂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65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YH-Ⅱ石墨烯童颜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73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尊宝能量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能量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能量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睛艳炫色六色眼影盘 01#蜜桃
珊瑚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英姿法国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法国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活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8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睛艳炫色六色眼影盘 02#烟熏
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2759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睛艳炫色六色眼影盘 03#可可
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0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科拯颜神经酰胺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13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颜世家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15 广州雅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39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燕麦银耳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42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因子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5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萃因子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5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萃因子芦荟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5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姿堂马油手足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51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滋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6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凰 紧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86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8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8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8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芝荟祛痘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8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舒通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丰盈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698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06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07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08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荟多效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0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芯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1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挚卿春复活草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1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亮彩冰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15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23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麦拿玲珑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36 广州常聚贸易有限公司
美肌曼MEIJIMAN氨基酸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4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杜润葡萄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葡萄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葡萄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乐美牡丹水分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49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许肌源修复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54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房蜜韵 植萃精华能量按摩霜+植萃精
华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7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BI·KA比比卡植萃温和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7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I·KA比比卡植萃温和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7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I·KA比比卡植萃温和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7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拯颜多肽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96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IKONE纯美饰底隔离乳B03#淡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799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纯美饰底隔离乳B02#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00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富勒烯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02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04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SUIKONE纯美饰底隔离乳B01#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07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然韵毛蕊花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然韵毛蕊花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然韵毛蕊花蓝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见伊丝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见伊丝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见伊丝纤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S清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21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清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21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氨基酸黑茶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2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氨基酸黑茶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2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轻龄安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24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俏菲诗QOFACS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49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ELLODAISY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0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淑女亭 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1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圣蝶 SHINE DAVID可卸甲油胶（透明系
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2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韩宝贝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3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麻尾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4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氨基酸亮肤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55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轩柔24K黄金多肽赋活晶嫩五件套-黄金
多肽赋活晶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7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芝颜鎏金焕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8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雅 气垫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890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蛋白
丝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蛋白
丝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蛋白
丝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胶原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小分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小分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灌肤焕颜套-多肽小分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丰盈滋润口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41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XDAIR菱形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42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奢美菁纯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白茶烟酰胺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77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白百合玻尿酸果酸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78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花琼绛水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88 广州集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丽妆补水亮颜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91
广州市魔法丽妆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韩木子小分子多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7999 广州霖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BAODI伊宝蒂焕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0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YIBAODI伊宝蒂骨胶原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0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龙方传植物酵素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05
广州康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24K黄金多肽赋活晶嫩五件套-黄金
多肽赋活遮瑕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07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芝颜酒粕烟酰胺亮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11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柔24K黄金多肽赋活晶嫩五件套-黄金
多肽赋活晶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22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24K黄金多肽赋活晶嫩五件套-黄金
多肽赋活晶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2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柔24K黄金多肽赋活晶嫩五件套-黄金
多肽赋活晶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2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方景辰腿部尊享套-腿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0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臀部尊享套-臀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1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许复颜奇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3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tural 欧维萃金缕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4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圣玉清亮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6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智妆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48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6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079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轩丽小苍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13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乐美牡丹水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18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姆本迦活氧净润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23 广州卡莱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乐美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24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肩堂肩小暖温感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27
广州新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慕嘉寡肽瓷肌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3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肩堂大仔明沁爽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40
广州新肩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蓓恋妮水润素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45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C哥毛孔细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53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小白龙钻石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54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乔怡爱水光润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164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圣蝶 SHINE DAVID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26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 橄榄丝质顺滑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2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彩 屑净发用洗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4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袪痘清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4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多效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伊爱莲沉香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佰集芦荟深层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2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蜜皙藏红花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5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粉红安悦颐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多功能润透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6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多功能润透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6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荟 滋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6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佰集金蜗牛赋活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7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兰奥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海洋蓝藻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8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海洋蓝藻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8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兰奥颐养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8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植萃氨基酸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90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氏圣奇活氧静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296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SUMEISMILE睛彩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睛彩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睛彩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高 羊胎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0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羊胎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0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LEAS桃花发酵蜂蜜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3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桃花发酵蜂蜜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3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黑灵芝抗皱雪肤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4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黑灵芝抗皱雪肤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4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玛丽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圣玉清亮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21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涵沐梵莹润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22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舒缓眼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30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比·欧戈 植物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31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罗比·欧戈 植物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31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38℃泡脚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42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津花美秀唇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67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B N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69 广州冰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亟润美润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74
广州美姿美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美亟润美润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77
广州美姿美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浩轩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7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7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7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8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8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润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8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  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0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比格妃  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1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慕嘉寡肽瓷肌弹力蛋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红安悦颐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豆乳美肌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399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达清豆乳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00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亟润草本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09
广州美姿美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乳霜+眼部赋
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乳霜+眼部赋
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乳霜+眼部赋
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S黑灵芝雪肌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3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黑灵芝雪肌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3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眼部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4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都梁千金草本植萃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19
广州健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正红色（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28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蒂兰奥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3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帝美愈创木小分子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54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秒顺 香水精粹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71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秒顺 香水精粹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71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缘芙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0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Tianchen甜晨古龙香氛劲爽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5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anchen甜晨小苍兰舒缓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anchen甜晨薰衣草清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anchen甜晨蓝风铃柔肤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88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幻雅水蜜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9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93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幻雅小甘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94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马油润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49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保湿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0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ccɑ温蕊赋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01 广州琢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03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腹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07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TEMENTS高清裸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31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妍龄肌秘水肌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3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脸面润唇膏+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37
广州市康采医疗用品有限公
司

DIZAN迪赞玻尿酸持久滋润保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38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玫瑰金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41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EUYELS积雪草柔肤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6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苦扁桃籽控油冰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6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龄肌秘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7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肤龄烟酰胺无暇净亮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无暇净亮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无暇净亮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UIKONE玻尿酸丝柔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8573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维生素B5肌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4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维生素B5肌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4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葡萄酵素鲜活滋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4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葡萄酵素鲜活滋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4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度源女人香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44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71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71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71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鑫爱莱雪肌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77 广州铂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CSAATCHI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84
广州美琳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一叶燕窝臻耀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86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温感渐变魅惑唇膏02淡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9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新匠人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7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兰珂祛痘净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06
广州市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甄生姜滋养洗护套装- 植萃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12
可之欣（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新匠人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侑秀YOUXIU去屑控油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17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甄生姜滋养洗护套装- 姜粒滋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27
可之欣（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魅亮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28 广州爱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水润美肤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2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兰珂氨基酸酵母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31
广州市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花蜜皙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珀诗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5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面慕倾慕蕴润提拉面膜组合-倾慕蕴
润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53
广州真面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丝年华鲜注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5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水润美肤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5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瓷肌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89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匠人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兰珂极润光感焕颜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7
广州市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匠人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匠人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3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曼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美曼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美曼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兰珂玻尿酸水润舒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49
广州市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DI澜迪粉豹女郎时尚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50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SEE 逆龄多肽水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SEE 逆龄多肽水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SEE 逆龄多肽水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ERCURIUS蓝铜肽冻干粉套装-蓝铜肽冻
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8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ERCURIUS蓝铜肽冻干粉套装-蓝铜肽冻
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8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ERCURIUS蓝铜肽冻干粉套装-蓝铜肽冻
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8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899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0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琇竑颜伊美修护套-伊美修护微晶粉+伊
美修护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0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伊美修护套-伊美修护冻晶粉+伊
美修护冻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红海藻复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26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红海藻复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26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3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3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3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妍阿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4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5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男士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56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IZAN迪赞烟酰胺甜蜜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57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6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图图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一眼万年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氏圣奇圣奇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76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8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man臻奢焕颜燕窝套组-燕窝臻奢焕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8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shuman臻奢焕颜燕窝套组-燕窝臻奢焕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8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shuman臻奢焕颜燕窝套组-燕窝臻奢焕
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84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魅兰珂金盏花保湿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92
广州市法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透嫩丝柔粉饼（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9097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七水山羊奶柔润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08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1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护肤龄烟酰胺光采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光采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光采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超雪臻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5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肤龄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水感臻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水感臻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水感臻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希瑞妮雅 玻尿酸时空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2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幽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26 广州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starPrtum动能定养平衡套-动能定养
精华油（十三）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28
淄博蓝丝带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护肤龄烟酰胺雪润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雪润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雪润焕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秒顺 香水精粹水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2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秒顺 香水精粹水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2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缘芙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33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驻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40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新神话私人定制净肤焕颜套盒-净肤焕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43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植物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48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艾妮莎水感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51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芝源堂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59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雅词毛孔净澈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6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山羊奶柔润去角质足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79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许凝时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8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肌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肌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肌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烟酰胺补水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烟酰胺补水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烟酰胺补水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富勒烯奢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富勒烯奢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富勒烯奢颜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PIAC持妆清透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2919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1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柔顺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柔顺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柔顺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丹水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2 广州立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丹控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3 广州立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丹多效修复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4 广州立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2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5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持妆清透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OUZIKOU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樱桃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39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透嫩丝柔粉饼(01瓷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41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5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5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丝绒哑光口红406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5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UYELS鼠尾草润肌亮采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5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积雪草柔肤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积雪草柔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珰珂珍珠植萃新活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新活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新活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EUYELS鼠尾草润肌亮采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积雪草柔肤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积雪草柔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苦扁桃籽控油冰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6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苦扁桃籽控油冰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27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娇蘭臻颜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臻颜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朵娇蘭臻颜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贵芳素颜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10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1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UYELS鼠尾草润肌亮采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鼠尾草润肌亮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苦扁桃籽控油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杜润凝润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凝润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润凝润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妮莎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35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液+素美颜
面部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4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液+素美颜
面部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4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素美颜面部精华液+素美颜
面部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4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朗蔻蛋白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美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芙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59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玻尿酸安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凡高 黄金保湿泡泡塑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黄金保湿泡泡塑雕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妍龄肌秘肌秘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6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焕颜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67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79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清新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8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水光紧致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8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富勒烯舒润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8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87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89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4#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93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静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94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优能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95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保湿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396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龄肌秘安肌柔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0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拉瓷肌优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1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樱
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13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婵养堂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15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瑕飛清爽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16
玫姿逸（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车
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19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凡高 橄榄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26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橄榄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26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兰梅顺滑滋养修护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3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兰梅顺滑滋养修护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3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LuanEccS璐易丝·保湿亮泽弹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38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有品茶树净澈控油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5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草精灵草本精华洗发乳（女士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65
广州聚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 水润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67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晶
砂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76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暖
灰褐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77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巢流植萃护理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79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雪
松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81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陶
土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86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裸
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88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黑
玛丽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89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加
钙护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90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卡
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93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豆
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496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格美拉四周发质重组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格美拉四周发质重组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格美拉四周发质重组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0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虞瑕飛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12
玫姿逸（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宜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胶原肽恒颜无瑕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22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胶原肽恒颜无瑕BB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37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能量滋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3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能量滋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3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涩丝绒哑光口红4#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46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养堂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47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涩丝绒哑光口红3#乌龙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3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精选100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享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5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柒种颜色璀璨魅力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62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享栀子花低温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6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栀子花低温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6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涩丝绒哑光口红2#深玫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68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搭档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69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AS能量多效修护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76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能量多效修护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76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7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7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金黄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8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金黄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8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8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享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8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菲兰斯贻贝臻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84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FZHXUL谷胱甘肽优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596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楠聖菲玉珍珠雪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02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香氛舒缓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07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酵母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09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ZHXUL神经酰胺多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13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ZHXUL寡肽多维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19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色 玫瑰果油持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20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霂兰诗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2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妮娜青春定格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25 广州薏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2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JIANI帕加尼丝蛋白营养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33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悦宝莱 矿物泥净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47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泥元灸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29680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瑾美 净化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748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宓语玫瑰花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750 广州泽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瑾美 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751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妮娜青春赋活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752 广州薏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侑秀YOUXIU滋润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08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秘书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18 广州尊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瑾美 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20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使宓语净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24 广州泽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瑾美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27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瑾美 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28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31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芭斐 润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33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3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草精灵草本精华沐浴露（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39
广州聚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硅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43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莉聚美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聚美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瑾美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92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锶淇玫瑰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93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锶淇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97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前男友皙颜美肌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898 广州黛乐贸易有限公司
anGD 安柔水蜜桃双效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29976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MAY 肌初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29987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9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9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299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斯缇雅花漾欲滴唇彩（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02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俏典富勒烯营养修护气垫CC霜（紫色+
绿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06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海盐净透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1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溪纯劲极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26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韩嘉 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28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M&CSAATCHI美肌焕颜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36
广州美琳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 亮肤丽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57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涵沐梵海生素提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69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集丽有品燕麦臻奢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7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 舒缓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71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汇草精灵草本精华洗发乳（男士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72
广州聚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润沐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088 龙塘（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FZHXUL谷胱甘肽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12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shion Week虾青素养肤粉底液(#21)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17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兮胎盘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28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2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调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3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兮靓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39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阳兮多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40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阳兮绿茶清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41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特写生活草本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45
广州糖果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ZHXUL小分子水合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1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丹娜 轻薄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 轻薄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 轻薄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淅热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道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1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Jeffi Carnny酒粕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3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泰道魅体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186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婵淅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淅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魅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31 广州爱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 明眸焕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36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琇竑颜草本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4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曲 柔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64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泰道魅体惑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67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媞纳斯完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7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蛋白灯泡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73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IDSEN慕笛莎多效草本仙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74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水光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84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弹柔亮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87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净皙亮肤套盒-净肤提亮冻干粉+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298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科拯颜水化润多点凃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300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荷塘月色套盒雍修堂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3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蔻烟酰胺提亮（小红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365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傲逆时光美肌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0375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葵嘉亮颜紧致桃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45 广州葵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uos沙漠白金美肌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lossomFree水漾活能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3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补水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补水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补水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6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裸妆传奇多肽氨基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7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法璐莉七色彩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58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V7 Toning Light七色彩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6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蜜诗静肤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65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小榆儿玻尿酸光感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66 广州亲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舍妆蓝铜胜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80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诗莹润亮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81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水月轩玉颜美人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88
广州水月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493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夜间凝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04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舒畅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06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诗萱妮多肽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11 广州思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臀部尊享套-臀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40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背部尊享套-背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41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PRO 薇宝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胡
萝卜素蛋蛋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4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 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
（牛油果蛋蛋球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47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PPERAZZI芷菲猫格格绫罗绸缎唇膏
（#03紫羽衣）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48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PEPPERAZZI芷菲猫格格绫罗绸缎唇膏
（#02豆沙锦）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50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PEPPERAZZI芷菲猫格格绫罗绸缎唇膏
（#01赤霓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51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背部尊享套-背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54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肌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56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悦 CY结婚篇（沉稳木调-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61 广州斯薇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腿部尊享套-腿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63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色之谜 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牛
油果蛋蛋球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92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牛
油果蛋蛋球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9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 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女
皇红蛋蛋球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98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星光魅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3059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清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1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妮婷魅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26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润亮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3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KA益生菌精华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34 广州欧咔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尔诗丹清颜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38 广州华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美俐卸妆洁面双管组合-外管卸妆啫
喱+内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42
广州嘉美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NMN简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4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MN简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4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MN简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4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悦 CY暖昧篇（清新调-她）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51 广州斯薇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魅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53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奢颜智美裸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保加利亚玫瑰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7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YH-Ⅱ 水光焕颜旋转小灯泡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91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薄砂幻金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69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词芦荟胶隔离防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琇竑颜美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容素玻尿酸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09
广州爱莱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今蝉金盏花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10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容素烟酰胺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13
广州爱莱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初见心语玻尿酸滋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17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词水蜜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2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玻尿酸滋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35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舍妆氨基酸深层洁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36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烟酰胺水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禄百福茴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连翘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肉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4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檀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5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当归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5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5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千禄百福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5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天子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54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千禄百福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6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汇集丽有品杏仁滋润丰盈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6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艾香铭温和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6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黑金臻宠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艾香铭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7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草艾香铭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7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初见心语玻尿酸滋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82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见心语玻尿酸滋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83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见心语玻尿酸滋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84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OGO多效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93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欧苏汀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艾香铭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14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舍妆深层修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17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琇竑颜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1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2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3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3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
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3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元气焕亮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元气焕亮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元气焕亮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丽贝拉 水漾无暇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51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6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6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6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水漾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6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imei速佩美角蛋白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75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兰西花青素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76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8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iDay焕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95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诗萱妮爆水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98 广州思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GICXX魅爵·男士隐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899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仕肌男士亮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02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修护嫩肤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0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仁和匠心修护嫩肤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0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仁和匠心修护嫩肤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0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雅泉植物水润按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20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花青素水润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21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舒润裸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2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my's Corset胶原蛋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my's Corset胶原蛋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my's Corset胶原蛋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馚媄子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馚媄子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馚媄子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道养护套草本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道养护套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圣玉皙颜提亮冻干粉精华套盒-净肤
提亮冻干粉+净肤提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8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4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俪人纯颜修护套纯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Age水嫩肤套装-嫩肤冻干粉+嫩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59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孕来韵美颐养修护套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61
广州孕来韵美健康产业管理
有限公司

尼兰西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69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武斯洁净香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81 广州市美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千金燕窝臻致菁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84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美肌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85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璞迷氨基酸璀璨流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0990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艺容素玉肌修护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04
广州爱莱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 贵妇水凝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47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elazaar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52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美人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56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BLACK青春奢宠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青春奢宠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青春奢宠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烟酰胺焕亮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67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皙女王臻透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70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韩婵润肤山羊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肤山羊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肤山羊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首席净甘草本泡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82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0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6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0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S hair Blackenig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17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acka-NATY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acka-NATY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acka-NATY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2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肌倩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34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梵贞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首席润菲草本泡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45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红 梅子浆果（M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红 梅子浆果（M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KY雾感丝绒口红 梅子浆果（M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7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4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轻吻柔雾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52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5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6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雯丝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66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尚之祺宛若初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67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尚之祺肌本完美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77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肌倩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78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美玑莲摩洛哥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79
广州美玑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根苗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8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养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根苗水润修护舒柔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顏美多肽水嫩驻龄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5 广州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1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雯丝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3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素迷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根苗精萃净透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7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奢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09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根苗水润修护舒柔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XENIA男士清新透爽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2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关爱升韵弹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RSECE雅诗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RSECE雅诗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RSECE雅诗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1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SM植萃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23 广州泰兰堤进出口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黄金胶原蛋白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黄金胶原蛋白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黄金胶原蛋白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眼雕大师焕彩靓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29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微精华水光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0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舍妆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3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螺旋藻水光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螺旋藻水光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螺旋藻水光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璞迷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36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42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小金条顺滑浓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46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芬烟酰胺原液+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47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雯丝角蛋白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66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汇集丽植物唤醒竹籽丰盈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78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妆胶原蛋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289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尚之祺宛若初颜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08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卡俐茜舒缓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俐茜舒缓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俐茜舒缓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首席优源草本泡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18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首席养芯草本泡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20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星月粉雾口红 橘棕色 (3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22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愈首席盛元草本泡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26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耀采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28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纤姿魔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魔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魔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谚汐奢宠润颜碳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33
广州梦颜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之莱苦参精华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34 广州法之莱贸易有限公司
VCND 星月粉雾口红 胡萝卜色(304)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4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星月粉雾口红 甜桃红 (305)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4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六胜肽原液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六胜肽原液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血橙六胜肽原液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EN SHEE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EN SHEE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EN SHEE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5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之祺初米素肌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62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VCND 星月粉雾口红 果酱红 (3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6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固本溯源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固本溯源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3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U HONEY LUBRICATING SMOOTH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HONEY LUBRICATING SMOOTH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HONEY LUBRICATING SMOOTH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 OIL CONTROL 
BRIGH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 OIL CONTROL 
BRIGH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 OIL CONTROL 
BRIGH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STEEN CALM AND 
SMOOTH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STEEN CALM AND 
SMOOTH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FRUIT MANGOSTEEN CALM AND 
SMOOTH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AFAKE法拉法克柠檬草氨基酸控油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44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LAFAKE法拉法克柠檬草氨基酸控油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44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LAFAKE法拉法克柠檬草氨基酸控油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44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璞迷氨基酸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46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物唤醒海藻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48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宣谷蓓蒂·格莱宝头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5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凯膜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52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润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5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肌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5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玫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62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费洛蒙滋养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70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肌初赋活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7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漾多肽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7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冰莱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48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物唤醒椰油水活奢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0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1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静肤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静肤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邦肌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24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丽美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25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宋慧乔熊果苷柔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34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JODA 胶原蛋白重组套（院用）-肌肤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47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DA 胶原蛋白重组套（院用）-肌肤水
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50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菁纯亮透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57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美诗萱妮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59 广州思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完美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60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JODA 胶原蛋白重组套（院用）-人源动
力精华液+人源胶原肽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64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蔻多肽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7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面部按摩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7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双头自然俏丽眉笔（B01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31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精萃臻颜润肤套九胜肽臻颜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0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S冰肌美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01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精萃臻颜润肤套纤连蛋白修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烟酰胺柔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05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精萃臻颜润肤套多肽臻颜润肤
冻干粉+臻颜润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蝶平衡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思美蝶平衡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思美蝶平衡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1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瑞钒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2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克洛伊亮肤丝滑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24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焕变智控淡彩润唇膏 莓果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2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雅词六胜肽洁颜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4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山羊奶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41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烟酰胺水嫩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46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丰康红樱桃修护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5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丰康红樱桃修护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5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丰康红樱桃修护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5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雅致光感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59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侑秀YOUXIU水润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63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聪明鸟小蘑菇持妆光感美颜霜21#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67
红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她她公主香氛倍润护手霜（爱尔兰风铃
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68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魔克洛伊赋颜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77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珊瑚藻深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80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束奢华润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85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白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8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玉姬焕颜套盒 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695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亭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0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SUIKONE滢润遮瑕水光粉底液23#暖柔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06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玻尿酸水透保湿BB霜S01#轻薄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72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滢润遮瑕水光粉底液21#如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75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凝时紧致冻干粉+凝时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8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宋慧乔红茶多酚小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83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蜂王乳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84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烟酰胺维B5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88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绚魅玻尿酸补水修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89 广州绚魅吉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玻尿酸水透保湿BB霜S02#轻薄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91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青春酵母净肤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79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动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04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贵妇级富勒烯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1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贵妇级富勒烯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1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贵妇级富勒烯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1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福森茶树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15
广州爱福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宋慧乔胶原多肽紧致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16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红石榴活力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20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凝润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凝润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凝润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炫彩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炫彩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炫彩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倩荷荷巴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44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雯蔓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52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八杯水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60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法妮小蓝瓶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法妮小蓝瓶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法妮小蓝瓶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立体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67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滕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7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索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79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鸥品OUPI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8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嬌瑪仕水光莹润玻尿酸修复原液组合-
水光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水光莹润玻尿酸修复原液组合-
水光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尔熙  天鹅瑜伽套—天鹅瑜伽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5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尔熙  天鹅瑜伽套—天鹅瑜伽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1898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丝逸顺滑质感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丝逸顺滑质感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NIPIRI丝逸顺滑质感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AD魅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D魅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D魅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尔熙  天鹅瑜伽套—天鹅瑜伽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0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即V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润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白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尼诗奥 烟酰胺幼滑提亮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尼诗奥 烟酰胺幼滑提亮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尼诗奥 烟酰胺幼滑提亮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鸥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1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汇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2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裸玑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2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即V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25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弗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2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嬌瑪仕 氨基酸净透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2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芳华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2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瞳妮美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凝时紧致冻干粉+凝时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7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巴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即V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3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啡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澳绯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暨美芳华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3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6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焕变智控淡彩润唇膏 草莓奶
昔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4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欧尼诗奥 玻尿酸双重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尼诗奥 玻尿酸双重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尼诗奥 玻尿酸双重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YAKEXI轻透柔光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56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去黑头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58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芳华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62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玉姬逆龄抗衰组合 逆龄修护冻干粉+
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72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ˊRAQUA深彻透润赋活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8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QRZEN抗皱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抗皱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抗皱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唯朔之镁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9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词烟酰胺滋养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9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19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丝绒缎面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0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0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的美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15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FUYAN初芙妍沁润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沁润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沁润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朔之镁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2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典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34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胶原水润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3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凡司哲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39
凡司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傲青春壳聚糖青春珍珠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43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康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4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4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4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紧肤合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4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璞玉水润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5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聪明鸟小蘑菇持妆光感美颜霜23#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51
红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兰芮儿青春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55
广州般若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紧肤蛋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6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6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花伊畔迷迭香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8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X· INST  清肌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8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果酸脱皮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94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润滋养透亮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09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KOOGIS可其氏滋养柔嫩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3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宝瑞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宝瑞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宝瑞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宝瑞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宝瑞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宝瑞背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0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阿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1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dien Deny双萃焕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32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蔻香芹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33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肌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35 广州邦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芙妮富勒烯视黄醇青春酵素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富勒烯视黄醇青春酵素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富勒烯视黄醇青春酵素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通合一 活能透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4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菁纯修护亮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49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颜皙女王菁纯润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0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淘芙妮神经酰胺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神经酰胺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神经酰胺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净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净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净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活力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活力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活力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薏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5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抚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7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gian富勒烯驻颜紧肤滢光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19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梦诗丽水天后琼珍玉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02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青春暨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2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友媄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32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凝美青春老板套-合肽新肌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3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合生肽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38 广州远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遮瑕细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遮瑕细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遮瑕细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V友媄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
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1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FUYAN初芙妍焕活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焕活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焕活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补水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补水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补水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YAKEXI轻羽云卷立体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5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保湿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保湿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保湿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小分子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小分子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小分子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6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7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7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7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纯深蓝视界立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9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傲青春壳聚糖修护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94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胶原水润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9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傲青春类人胶原蛋白青春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299
广州市傲青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KINE美姿媛水光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15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男士劲爽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肤泉宠肤臻颜人参蜗牛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2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补水亮肤舒缓五件套-多肽
补水亮肤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3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粉嫩娇润胭脂腮红（NO#01桃花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粉嫩娇润胭脂腮红（NO#01桃花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粉嫩娇润胭脂腮红（NO#01桃花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补水亮肤舒缓五件套-多肽
补水亮肤舒缓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2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补水亮肤舒缓五件套-多肽
补水亮肤舒缓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4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男士洁净透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4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补水亮肤舒缓五件套-多肽
补水亮肤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45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迪瑞多肽补水亮肤舒缓五件套-多肽
补水亮肤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4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悦心堂灵芝润养口红 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49 广州市琨雅商贸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丝绒润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50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白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6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奈菲姿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66
广州海厘云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OWEVAN腰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炫彩之魅唇膏（B026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炫彩之魅唇膏（B026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炫彩之魅唇膏（B026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熙青春滋养套-青春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38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悠兰萱口红雨衣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1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兰萱口红雨衣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1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兰萱口红雨衣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1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箐萃祛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2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达·夫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3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美绮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3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草悦心堂灵芝润养口红 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50 广州市琨雅商贸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丽人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56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森乐泉呼吸注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80 广州敏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花容 珍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珍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 珍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芸芙宝光采妆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91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爱·达·夫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49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芸芙宝御龄修护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06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黛美绮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享 倾慕迷雾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28 广州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佳颜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3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清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女人香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38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佳颜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44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崇蓬松感及造型定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47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L'AIGES女人香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51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芙宝光采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54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菁润堂蒲公英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55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沐梵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56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璞玉水润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63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荟堂芦荟水动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水动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水动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淇草靓颜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79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慕菲斯冰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83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芙宝晶致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91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西崇男士刚劲保湿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2597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吕后国潮滋润温变唇膏 04血橙烟酰胺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0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乐美红樱桃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03 广州黛悦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美龄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美龄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美龄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糖化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糖化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糖化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龄美肌焕颜亮肌冻干粉+焕颜亮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36 广州尚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崇复古发型油亮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39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滋养美肤冰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滋养美肤冰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滋养美肤冰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国潮滋润温变唇膏 03山茶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6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国潮滋润温变唇膏 01黑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6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芙宝焕颜洗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65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菁润堂蒲公英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68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凝润紧肤明星套-紧肤蛋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6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凝润紧肤明星套-紧肤合肽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7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荘贝艾舒宝宝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78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呵雅 舒缓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83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雅思琦湿感造型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8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湿感造型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8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思琦湿感造型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8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艾荘贝艾舒宝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87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华之美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0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深海盐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4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6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疏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禅心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慈养护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慈养护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慈养护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0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修颜调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15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精致整妆微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17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原刺刺梨VC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26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轻奢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轻奢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轻奢透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IANE 臀部养护草本养康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783 广州金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国潮滋润温变唇膏 02传奇色彩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0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丹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04 广州立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轻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12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Beaute de Messenger净痘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净痘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净痘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金美尚逆龄睛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27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LB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3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金盏花滋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35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珊瑚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珊瑚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珊瑚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酒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酒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酒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5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魅力焕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6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魅力焕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6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魅力焕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6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涩丝绒哑光口红1#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67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苏汀草本精萃臻致颜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遇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84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遇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84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遇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84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晳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0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LATORIC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IXI/碧系水光莹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TORICE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LANTS POR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LANTS POR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LANTS POR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OSALIND PLANTS POR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秀芭斐立体轮廓眉粉02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899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美云天唯美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01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秀芭斐立体轮廓眉粉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03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艾妮莎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06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小金瓶
持妆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12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司哲赋活劲能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13
凡司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今蝉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16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算子赋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22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轻羽纤
长艳炫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24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雪美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31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葡萄籽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葡萄籽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葡萄籽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4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钻蜗牛芯生酸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5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盈润唇膏（香瓜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盈润唇膏（香瓜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盈润唇膏（香瓜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丝滑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8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8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水彩莹润亲亲护唇膏（橙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8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88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悦贝姿水漾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8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野姜能量养护套组-野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活力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2995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紫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紫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紫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白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芙泉净透皙柔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净透皙柔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净透皙柔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美人无痕持妆粉底液（自然肌）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08 广州亲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葡萄柚）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凝润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凝润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水凝润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绿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绿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草本精华护唇膏（绿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1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新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新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新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花简美 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24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3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3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基底焕彩多效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31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亲美人无痕持妆粉底液（象牙肌）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32 广州亲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露 珍珠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42 广州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泊澜蓝铜胜肽紧致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45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白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4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迷彩轻
润持妆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53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富勒烯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54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御瑤世家浴美轻盈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59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韩瑟人参嫩透幼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人参嫩透幼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人参嫩透幼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蓓养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蓓养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蓓养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丝滑细腻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76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8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盛世芳华套组-盛世芳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8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水润爆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萱盛世芳华套组-盛世芳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水嫩婴儿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09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红石榴鲜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1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翁妮男仕活力香氛酷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1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吾之月类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26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梵皙植萃精华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28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球首乌藤姜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36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氏圣奇基底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48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XIJING皙婧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5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蒂慕菲斯新颜冻干粉套盒-新颜冻干粉+
新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51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凯发旺旺头皮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188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小芈邂逅保湿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0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泛特尔花漾密语组合-花漾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18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肌惜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26 广州休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润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2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瑞妮雅 金钻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3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菲姿维生素e防冻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40
广州海厘云生活用品有限公
司

凤肌  净透焕颜专属套 肌肽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42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本色水润倍护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43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慕菲斯亮肤冻干粉套盒-亮肤冻干粉+
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47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唯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4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云慕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姜艾·生姜养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5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司哲男士四合一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69
凡司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白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
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7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萃集玻尿酸基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71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氏圣奇基底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74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橄榄油酸性调理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7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凰  素颜美肌套—夜用素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82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 美肌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8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羡瓷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9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银钻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9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羡瓷润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29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瓷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1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滋
润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14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诗茉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1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诗茉润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1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唯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1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所肤理 唇真芳华口红（蔷薇红320）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24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水盈润唇膏（甜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2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盈润唇膏（甜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2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水盈润唇膏（甜橙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2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诗茉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2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 唇真芳华口红（樱桃红740）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33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源天成青春时光冻干粉+青春时光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3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 唇真芳华口红（萝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40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印象 迷迭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4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肤理  唇真芳华口红（珊瑚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44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印象 玫瑰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5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茶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5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金钻靓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6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苦参海盐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7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BEUYELS苦扁桃籽控油冰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7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萃集益生菌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84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全身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8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熊果苷水光亮肤套-熊果苷
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393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寡肽修护平衡套-寡肽多效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36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六胜肽紧致套-六胜肽抗皱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37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寡肽修护平衡套-寡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38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六胜肽紧致套-六胜肽紧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39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富勒烯防护冻龄套-富勒烯
防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0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富勒烯防护冻龄套-富勒烯
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1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三重玻尿酸保湿套-玻尿酸
三重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2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三重玻尿酸保湿套-玻尿酸
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3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眼部修护紧致套-明眸焕彩
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4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眼部修护紧致套-眼部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5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OCEN慕臻熊果苷水光亮肤套-熊果苷
亮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46 广州慕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肤理 女王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3864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YSTALFACE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积雪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净畅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2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琦鲜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25 广州黛丽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恒嘉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32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毅恒嘉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33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尔卡伦 黄金小麦流光凝彩慕斯唇釉
105#真朱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42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诗黛尔
化妆品商店

黛丽琦鲜肌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49 广州黛丽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6#牛
血）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4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4#土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5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1#橘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6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铁锈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铁锈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丝缎柔雾哑光口红（铁锈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6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7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弹润紧致美
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8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弹润紧致美
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8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 SOURCE OF CHARM鱼子弹润紧致美
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8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恒嘉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87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ANCUI绚萃炫色轻奢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98 广州合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3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99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3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99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3 粤G妆网备字2019233999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4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0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4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0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4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0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5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5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亘完美丰盈滋润口红505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6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花漾倾慕诱色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花漾倾慕诱色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花漾倾慕诱色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0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纷泽溢彩雾光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臻慕丝绒魅惑口红（SD07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QIWEN胡萝卜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2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VICKYLEE 沙漠玫瑰14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沙漠玫瑰14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KYLEE 沙漠玫瑰14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盎然幻彩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盎然幻彩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盎然幻彩12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氏圣奇靓肤素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62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里如火盐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66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维恩熙云天穿梭慕斯腮红（C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68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维恩熙云天穿梭慕斯腮红（D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69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琪菲蓝金丝雀盈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77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菲蓝假面人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78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菲蓝天使之翼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79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惜补水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82 广州休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海洋净
颜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87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轻柔净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88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素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098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薰衣草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PinkLaboratory平衡能量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04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irl's  女孩浪漫之迷香水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08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艾荘贝艾舒婴幼儿艾叶芙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09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妆容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妆容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妆容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通透遮瑕膏(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雅气垫粉底霜 替换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51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植萃柔净爽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67 广州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橄榄油保湿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68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71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姿美 草本补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84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太兹百草暖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阿太兹百草暖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阿太兹百草暖养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姿美 草本舒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88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恋云茉莉蜜露沁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92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姿研肌温和深澈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96 广州锐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日记山茶花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198 广州馥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纯氨基酸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0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青木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瑞溪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1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16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昔美束富勒烯美肌净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18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姿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富勒烯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2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高倩水漾青春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2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芈茵美氨基酸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氨基酸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氨基酸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秀影胶原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54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芙妍元气活氧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58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全球唯我幂恋天使鳄鱼油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5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密暂量子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62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雪之晶藻糖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66 广州克拉美贸易有限公司

暨唯凝润紧肤明星套-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6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76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聖奈薇爾清莹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7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珀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7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81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姿美 草本调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82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玥莎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84
广州悦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姿美 草本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87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姿美 草本畅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0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C 莹润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2/C 莹润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2/C 莹润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活颜蓉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活颜蓉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植萃活颜蓉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2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焕颜靓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0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美天成青春时光尊享套-青春时光冻
干粉+青春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04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05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06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姿美 草本御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15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姿美 草本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22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荘贝艾舒婴幼儿艾叶护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30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芳华青春时光尊享套-青春时光冻
干粉+青春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37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39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0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唯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3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4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源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源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7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8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49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源天成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5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白青春时光冻干粉+青春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5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慕菲斯清肌冻干粉套盒-清肌冻干粉+
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53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辰苗家百草赋活套-苗辰苗家百草滋
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66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瑶浴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毅恒嘉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76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天传奇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81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天传奇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83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毅恒嘉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84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毅恒嘉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85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蜗牛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89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辰苗家百草植萃套-苗辰苗家百草植
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39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俪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0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御芙玻尿酸肌底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1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茜美冰泉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1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冻干
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19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盈伊人紧致组合-紧致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2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千盈伊人紧致组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2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苗辰苗家百草赋活套-苗辰苗家百草滋
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36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苗家百草舒润套-苗辰苗家百草舒
润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3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苗家百草植萃套-苗辰苗家百草植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38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苗家百草舒润套-苗辰苗家百草舒
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39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深润皙颜夜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深润皙颜夜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深润皙颜夜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3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拉米叮氨基酸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4
广州市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花源焕颜清透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5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efly多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6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光晶透日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光晶透日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光晶透日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美惠妮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美惠妮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美惠妮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4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胶原蛋白肽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胶原蛋白肽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胶原蛋白肽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舒研玑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3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 玻尿酸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4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爱密码生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5 广州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花清黛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花清黛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花清黛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净肤调理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聖奈薇爾净肤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ENGARRE梦格莉活力绽放精油乳套盒-
活力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71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LXMΛGIC牛乳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74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芝光透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76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肌  水氧奢华定制套 纳米赋活液+肌
肽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8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洋甘菊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93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朔之镁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49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芙妍水倍盈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2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石墨烯净澈活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3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烟酰胺活肤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4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黄金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5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水倍盈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6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水倍盈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7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金桂花养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8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心芙妍水倍盈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09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1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朔之镁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奢舒活养护套艾奢舒活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1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3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4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冻干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博尼尔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8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绘雪肌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29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丝米雪小苍兰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55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小苍兰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57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Mi花为谜美韵修护套-美韵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68
广州聚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V友媄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69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友媄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70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友媄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71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友媄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72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奢三福清润能量套艾奢三福清润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73 广州艾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BODME柏度媄天然丝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86 广州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萬物本草山茶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4587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猢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香氛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优姿彩侧柏叶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27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之淳生姜氨基酸无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29
广州姜之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采芙 辅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41 广州东陇贸易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玉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4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柏瑞溪烟酰胺嫩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5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恋云水漾丝绒定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56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蘭家闺秀水感肌密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61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特别印象富勒烯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富勒烯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富勒烯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ANMEIYA兰玫雅修护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0 广州暨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零自造霍霍巴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3
广州市零净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OUZIKOU水光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8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695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昔美束富勒烯美肌焕颜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0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姿肤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法缇丽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0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花恋云雪莲赋活御肌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12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妤婕植萃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13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石榴滋润香薰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1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美芳华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23
广州芳华再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芈茵美雪肌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雪肌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雪肌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世葲冰川能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4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彩侧柏叶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42 广州优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净透雪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4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侑秀YOUXIU植萃精华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48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ΛM烟酰胺水光焕颜魔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RΛM烟酰胺水光焕颜魔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RΛM烟酰胺水光焕颜魔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HRFR赋颜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52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淇草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5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雪润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6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沫姿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2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舒缓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达维健纳米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79
广州达维健健康工程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8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8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82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淇草温和型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89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龙血烟酰胺皙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富勒烯美肌焕颜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94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79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瑞溪烟酰胺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0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润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06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0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普润二裂酵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欧氏圣奇靓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1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花恋云茉莉蜜露沁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3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采芙 水漾滋润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4 广州东陇贸易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特别印象烟酰胺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烟酰胺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烟酰胺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域圣康甘露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甘露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甘露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普润二裂酵母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特别印象收缩毛孔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收缩毛孔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别印象收缩毛孔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秘密花园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79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caree 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8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icaree 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8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Micaree 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8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8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四谛堂逆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0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靓肤焕颜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2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MUFH慕芳华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FH慕芳华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FH慕芳华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诗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f Ginseng Fresh Hydrating(Instant 
Whi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If Ginseng Fresh Hydrating(Instant 
Whi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If Ginseng Fresh Hydrating(Instant 
Whi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7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If Peptides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If Peptides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If Peptides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898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妆芝颜深海藻胶原弹力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0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黑海盐清润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黑海盐清润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黑海盐清润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瑞溪烟酰胺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REVIVING MULTI-VITAM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EVIVING MULTI-VITAM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EVIVING MULTI-VITAM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EVIVING MULTI-VITAM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臻颜靓肤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0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聖奈薇爾凝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聖奈薇爾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聖奈薇爾修护睡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OUZIKOU水光清透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1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玫瑰雾化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26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3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3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33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姿肤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3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X·S涂抹式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41 广州尹承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六角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4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琴澜卡 红茶多肽爽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46
广州斯琴澜卡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urovmy水漾清新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5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云微冠 黄金酵母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60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即V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6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轻纤派草本综合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75
广州千泽康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恋云大马士革玫瑰净护舒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80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姬寡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49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0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1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棠黛活润保湿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16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富勒烯美肌焕颜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18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奢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奢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选100奢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健宝美颜宝多肽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4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8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8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28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REVIV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REVIV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REVIV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REVIV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昔美束富勒烯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3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姿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49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vmy水漾果萃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57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罗秀缇娜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5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秀缇娜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5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臀部养护-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臀部养护-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臀部养护-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幸福之源-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幸福之源-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幸福之源-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胸部养护-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舒体养护-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胸部养护-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胸部养护-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舒体养护-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肩颈养护-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舒体养护-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肩颈养护-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蝶肩颈养护-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颈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86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0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黛植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07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舒缓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1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芙莲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雪莉米子修护精华油（1）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2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舒缓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2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零自造透明质酸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28
广州市零净界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植婷鱼子酱舒润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30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33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lefly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35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优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3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黛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40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4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ZIKOU水光清透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47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4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小麦胚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5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ZIKOU清透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5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景辰颈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65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景辰腹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66
广州御方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左香水凝倍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水凝倍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水凝倍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VER  CELL ACTIV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ACTIV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ACTIV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ELL ACTIVATING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古鼎 调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5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本源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6 广州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古鼎 温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178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芝兰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4
森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提亮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提亮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芈茵美熊果苷焕颜提亮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EAS复活草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复活草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3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arla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40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姬古鼎 优姿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50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古鼎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60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紧致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61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姬古鼎 舒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64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美森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 脸谱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69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可赋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7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赋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7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赋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76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舒蕾雅风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9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草本活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9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Balafaca悦享水嫩莹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296 广东花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丝猢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生姜原液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巴珀莉富勒烯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69 广州珀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漾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7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珀莉富勒烯玫瑰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72 广州珀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珀莉富勒烯花妍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76 广州珀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85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草本藏泥膏-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87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妆肌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89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代羽 烟酰胺六胜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92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佐依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95
广州爵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依堂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397
广州爵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其氏牛油果滋养补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03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依堂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04
广州爵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香集 丝质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1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丝质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1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丝质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1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惜氨基酸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13 广州休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蕾纯精翠速绘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2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香集 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3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3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 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3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臻透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49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尤科林寡肽修护冻干粉+尤科林血橙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56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纯轻盈无痕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5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 (3)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6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XI淑熙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1 广州名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净澈柔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78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金桂花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81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蜂蜜靓颜酸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84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瑞康芙瑞康艾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86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资盈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88
广州尚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菩媞沐舒净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94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媞沐畅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96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媞沐清源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497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AS  抗坏血酸面部修红焕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抗坏血酸面部修红焕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抗坏血酸面部修红焕颜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6789 极限幻彩十二色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1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耀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23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梦芊美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2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缇雅·香集水蜜桃护手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2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雪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61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KLOLi丝绒星光口红（196胡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65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KLOLi丝绒星光口红（999正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70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FESTIN拉菲斯汀高定奢华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79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FESTIN拉菲斯汀高定奢华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79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FESTIN拉菲斯汀高定奢华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79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 极限幻彩十二色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8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热卖小铺纤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85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菁纯滋养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87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SUIKONE滢润遮瑕水光粉底液22#温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92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魅惑猫眼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59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浓密纤长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0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纤长秘籍蚕丝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0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UIKONE 玻尿酸净颜水润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06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芙妮葡萄籽温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葡萄籽温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葡萄籽温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蒂芬妮娅旅行计划全明星随身亲选套
装-净颜修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18 广州良沐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薄水润泡泡粉底液（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ISHANGKE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44 广州真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黑玫瑰焕颜气垫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45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修颜爽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5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晶采洋甘菊丝柔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5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迪粉嫩清透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粉嫩清透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粉嫩清透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姿婷烟酰胺亲润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63 广州中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修颜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8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烟酰胺焕颜奢宠双管妆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690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芊美无患子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銘媛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13 广州玉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来丝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21
广州市迪莱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颜秘时清肌祛痘冻干粉+清肌祛痘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5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斯博蕊多肽修护舒缓喷雾-多肽修护
舒缓冻干粉+修护舒缓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54 广州远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瑞蔻润纹活力冻干粉+觅瑞蔻润纹活
力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58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毅恒嘉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59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6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芊美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美芳华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2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漫自然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自然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自然尊宠修护驻颜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友媄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6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V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朔之镁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冻干粉+亮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79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Schatz莎特活性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82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色逆时空黄金量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色逆时空黄金量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色逆时空黄金量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88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YMQJR透明质酸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797 广州医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光生物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0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沁润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0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媞纳斯颈修护套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1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白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2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芙堂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30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毅恒嘉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31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易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6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苦参根抗痘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6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神经酰胺安肌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塑颜康草本清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清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清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玻尿酸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玻尿酸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玻尿酸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焕活亮颜维他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焕活亮颜维他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焕活亮颜维他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芦荟清颜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芦荟清颜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芦荟清颜净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玻尿酸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8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89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梵西植萃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1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ARR神经酰胺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17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玑纯式水凝活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44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新西兰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46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生肽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48 广州远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5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莱皙黑海盐净肤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68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遇双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70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7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友媄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74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7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朔之镁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7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UEENSTORY青春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8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烟酰胺焕肤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85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纯式氨基酸舒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88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神经酰胺生物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91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OOGIS寡肽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95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兰博氨基酸亮泽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97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亮泽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97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亮泽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5997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倾碧泉多肽修护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01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臻尚颜多效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21
广州市驰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奥传奇 水光焕采清洁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22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ineNa晳颜臻透芯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29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水光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43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多肽焕龄新肌套-多肽
焕龄新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46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肌妍烟酰胺焕亮皙嫩五件套-烟酰
胺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49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活泉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5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5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透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透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水嫩透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jiku密之果植物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82 广州十光贸易有限公司

赫芝兰晶透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87
森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芝兰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089
森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阳兮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31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水涟肌 水奇迹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 水奇迹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涟肌 水奇迹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DD 复活草植萃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37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Mamily燕窝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61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暨唯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162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ˊRAQUA深彻透润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22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椛溪烟酰胺草本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22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DIOGO多效修护胶原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28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物唤醒蜂胶柔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4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4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5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相思 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65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积雪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66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汇美茵美祛痘套装祛痘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67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影玻尿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69 广州坂图贸易有限公司
奢相思 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74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相思 净化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399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0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0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0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0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真小分子胎盘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11
广州市邦豪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里如黑焦造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16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相思 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28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相思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35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井泉修护多效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3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之菡盈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45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菲熊营养皴灵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营养皴灵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营养皴灵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莱魅红钻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53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黄钻弹润丝滑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54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恒嘉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63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瑞希魅眼吸睛套 亮眼吸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68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活氧美肌套盒-活氧美
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69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维生素E素食淡化修护奇迹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70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多肽焕龄新肌套-多肽
焕龄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73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多肽焕龄新肌套-多肽
焕龄新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74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水漾桃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84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洒人间私人定制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86
广州爱的宣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丽莎水感娇嫩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87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9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92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9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她公主六胜肽紧致嫩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499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美洒人间私人定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00
广州爱的宣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友媄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02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唯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03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AS精致滋养乳木果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04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精致滋养乳木果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04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斛语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斛语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斛语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珈美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1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光采焕颜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19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相思 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23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多肽焕龄新肌套-多肽
焕龄新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28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活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29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32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珈美保湿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4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妆研水润肌感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44 广州美妆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活氧美肌套盒-活氧美
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48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玫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56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杉泉蚕丝轻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64 广州闺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活氧美肌套盒-活氧美
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75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活泉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7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活泉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光感密集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86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俏颜草本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V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9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LLOW COLOR 多肽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598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烟酰胺焕颜奢宠双管隔离BB霜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27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肌清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38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悠莎炫目睛采双头眉笔（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65 广州上野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即V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71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梵希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源码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5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婵茜红樱桃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红樱桃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红樱桃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晶透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6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芳华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00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芳华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02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源码舒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04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活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05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两面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0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源码魅力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15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青春源码臻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17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青春源码臻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18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卡特兰芦荟保湿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19 广州黛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颈修护套优肌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雪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27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31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源码舒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33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34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妮婷光采焕颜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35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源码净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36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42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源码舒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43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44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源码魅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47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0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珈美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黄金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苹果箐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VC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5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天成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60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妮汀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61 广州桦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薰衣草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6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香橙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6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熙蔓琳茉莉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7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熙蔓琳奇异果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7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熙蔓琳玫瑰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7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熙蔓琳洋甘菊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7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ROZELY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7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ryoo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8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GIS可其氏粉嫩焕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84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方润冠泽 芍药花粉嫩柔润手膜（蜂蜜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85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萃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86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VETEMENTS裸妆高清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0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馨妤婕植萃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1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sifendai依丝粉黛玻尿酸+胶原蛋白+
肽｜至美流光修护套装（至美流光修护
精华液+胶原蛋白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sifendai依丝粉黛玻尿酸+胶原蛋白+
肽｜亮肤焕颜水润套装（特润紧致肌透
精华液+胶原蛋白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5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E海葡萄水润肌能凝胶软膜+植
物氨基酸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源码平衡臻魅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798
广州市美笙源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馥元康全息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全息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全息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养荟 能量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2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元康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莱魅水光莹润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31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圣玉净皙亮肤套盒-净肤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35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YROZELY 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3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修护精华油（2）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3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精致滋养复活草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4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精致滋养复活草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4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烟酰胺焕亮皙嫩五件套-烟酰
胺焕亮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50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vtural欧维萃焕颜晰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52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ARK-NAKED 裸瑟持色迷情亮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53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熹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熹草本精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3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色24K金奢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83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银耳水光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9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OGO大豆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98 广州阿豆商业有限公司
Dr.Schatz莎特水漾修护雪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899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养荟 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01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肌清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04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美洒人间私人定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07
广州爱的宣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洒人间私人定制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08
广州爱的宣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友媄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13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色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17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顺间柔精华液（免洗）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19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烟酰胺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20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 多肽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34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ΛYIN牛奶蜂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47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ΛYIN牛奶蜂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52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深润臻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5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瑞蔻润纹活力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54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欧芬妮玫瑰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6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玫雅清滢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65 广州暨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秘言经典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8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佰草秘言经典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8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佰草秘言经典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8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舒美妮紧致亮颜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6987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修颜水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0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mily燕窝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23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娇悦鱼子精华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25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欧芬妮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2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三芊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28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r.sdisniC0MPACT BRIGH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29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mily燕窝清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41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活氧美肌套盒-活氧美
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48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隔离霜（遮瑕妆前保
湿）（薄荷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61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体神艾姜红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67
广州久不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草堂FANCAOTANG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70 广州恒社科技有限公司
护道极致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道极致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道极致植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73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EAI皮肤管理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80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胸部清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胸部清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胸部清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AI富勒烯多肽洗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87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090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微兰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微兰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微兰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耀美伊池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耀美伊池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耀美伊池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chatz  
StemCellRcgenerationMoisturizingFa
cial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09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活泉保湿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1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恒嘉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13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Schatz莎特玻尿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15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丽莎烟酰胺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21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奢颜多肽焕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24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纤悦诗焕颜精华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28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丽莎玻尿酸臻纯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29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OEQIVE樱花靓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32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美葆修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3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尔熙  步步莲花套—步步莲花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4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步步莲花套—步步莲花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43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3#开
运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45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尔熙  自然之水套—自然之水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4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6#枫
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0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尔熙  自然之水套—自然之水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蜗牛皙亮水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助力套 肌肤舒缓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尔熙  如沐春风套—如沐春风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5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步步莲花套—步步莲花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顶天立地套—顶天立地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中正清本套—中正清本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自然之水套—自然之水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5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中正清本套—中正清本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6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顶天立地套—顶天立地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顶天立地套—顶天立地油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6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中正清本套—中正清本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7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如沐春风套—如沐春风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7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柔姿厚福套—柔姿厚福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7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如沐春风套—如沐春风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78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幸福和谐套—幸福和谐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7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9#玫
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81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尔熙  幸福和谐套—幸福和谐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83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顶天立地套—顶天立地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86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幸福和谐套—幸福和谐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18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精萃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3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尔熙  幸福和谐套—幸福和谐油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4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柔姿厚福套—柔姿厚福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46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万木逢春套—万木逢春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5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万木逢春套—万木逢春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5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万木逢春套—万木逢春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5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悦蜂蜜滋养保湿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55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太阳公主六胜肽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5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尔熙  柔姿厚福套—柔姿厚福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62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贝尔睛采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7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黛尔熙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84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HVLUNSKIN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8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 控油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91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黛尔熙  暖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9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2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4#浆
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00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尔熙  通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01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2#辣
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03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益生妍 动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0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肌妍烟酰胺焕亮皙嫩五件套-烟酰
胺焕亮皙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11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10#蜜
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15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亮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亮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亮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颈修护套焕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2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颜靓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颜靓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芙尼美颜靓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活氧美肌套盒-活氧美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6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S 精致滋养小分子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精致滋养小分子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浩轩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水光镀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3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多肽焕龄新肌套-多肽
焕龄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41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4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4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4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5#血
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94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素色之谜颜润弹透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97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7#豆
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398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觅瑞蔻润纹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0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3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语;OMYU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7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瑶王五桶汤 仙人掌锁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王五桶汤 仙人掌锁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王五桶汤 仙人掌锁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VEGO柔光立体高光粉 01日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19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膜语;OMYU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39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1#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44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5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5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5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HVLUNSKIN多效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5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奇异果鲜润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奇异果鲜润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奇异果鲜润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08#葡
萄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67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amily燕窝清透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78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翘&蜜炫酷流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8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84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8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 TIMES 氨基酸头皮护理清爽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91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9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9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49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艾妮莎白泥控油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12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三吉六秀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1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能量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19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檀花雪松香型香氛滋润保湿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2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感肌花漾星耀唇膏02夭桃秘语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29
广州熹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倩肤泉富勒烯鱼子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32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感肌花漾星耀唇膏01秀色可人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37
广州熹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水感肌花漾星耀唇膏03午夜魅惑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38
广州熹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媞纳斯水元素还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5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荟香舍峰养能量调理套组颐养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兰朵胶原蚕丝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66 广州善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芬丝柔持久轻盈贴肤隔离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74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蜜贝娜清新粉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康莱丽没药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没药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没药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罗勒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罗勒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罗勒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依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依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依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洋甘菊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洋甘菊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洋甘菊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玫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玫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玫瑰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檀香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檀香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莱丽檀香精油+康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5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叶诗泡泡姐姐泡泡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1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叶诗泡泡姐姐泡泡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1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叶诗泡泡姐姐泡泡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1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6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酵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7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懒人三色立体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8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芬丝柔持久轻盈贴肤隔离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23768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薇俪妃尔胶原黄金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41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净澈洁面洗面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5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随美人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66 广州明玉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温和洁面慕斯泡泡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7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净莹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7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梵克诗鱼子酱胶原焕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94 广州慷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芳溪谷控油修护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798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CKV佰草素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851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荟香舍峰养能量调理套组颐养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78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荟香舍峰养能量调理套组颐养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8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山茶润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7884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闪钻奶茶慕斯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7942 广州蓝狮科技有限公司

莱茜卡纳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38
广州市碧御芙日用化妆品有
限公司



尚之祺肌本完美透亮悦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4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小使之约富勒烯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48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HVLUNSKIN多肽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5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娜多奢宠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67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 甘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7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Meixua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72
广州媚秀丝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阿本蜜晶唇部磨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9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凝香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9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JIAYAN净加颜绿碧玺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09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00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冰莱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冰莱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2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稥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22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LRENBANG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29 广州俪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无患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无患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无患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佳人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47 广州品焉贸易有限公司

艾荘贝艾舒植物宝宝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48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小灯泡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小灯泡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小灯泡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光润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光润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玻尿酸水光润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1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24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优碧丝澳洲绵羊油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29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澳洲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30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2贝壳花园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35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4红酒微醺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36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5日落圆舞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3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莉水润滋养修护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莉水润滋养修护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莉水润滋养修护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2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6焦糖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3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滋养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4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5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3仲夏之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6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黄金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48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熙堂 伸筋草温和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51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RENBANG樱花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56 广州俪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LRENBANG黄金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59 广州俪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LRENBANG叶绿素薄荷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61 广州俪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丝滑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7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丝滑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7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丝滑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78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92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IBES赋能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294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琳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1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净肤溶酶原液+净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胶原蛋白奢润水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5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美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雪莉米子焕颜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0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盈润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盈润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丝优护蓝风铃盈润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颜净肤溶酶原液+净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亮肤溶酶原液+亮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新颜亮肤溶酶原液+亮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18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寡肽紧致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25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微娅尚秀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0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尔希男士水动力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尔希男士水动力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尔希男士水动力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原积雪草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3 广州一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美颜亮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5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昊歌 易抹柔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36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ki 星光灵动单色眼影 01琉璃湖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53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眼部多效肌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57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净肤溶酶原液+净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5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美堂舒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亮肤溶酶原液+亮肤活性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蜗牛原液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二裂酵母驻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65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TORIC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TORIC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VLUNSKIN青春美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80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TTI MIRA 维蒂米拉轻盈感光幼滑粉
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81
广州梵臣季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牧爱玻尿酸盈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92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芊美烟酰胺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39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0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原六胜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08 广州一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20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ZIKOU清透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2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达·夫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3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3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达·夫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3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36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777）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38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5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5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
甘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5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滋养提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57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玻尿酸滋养提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62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111）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64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444）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66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1314）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青春定格冻干粉+
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青春定格冻干粉+
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青春定格冻干粉+
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QRZEN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忆花纯黑橄榄油酸性修复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483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睿西玫瑰赋活雪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05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恋云雪莲赋活御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08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育婴3号 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09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黛清爽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13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月轩玉颜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19
广州水月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2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之舒宝宝蓝莓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23 广州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之舒宝宝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35 广州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 （玫瑰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4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 （玫瑰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4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 （玫瑰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49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Guluofei古洛菲男士控油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5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稥鑒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1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小使之约富勒烯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2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芊倾堂 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花恋云茉莉蜜露沁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86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芳溪谷保湿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1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稥鑒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2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雪泊澜石墨烯童颜净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3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5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富勒烯美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03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CKV佰草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0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富勒烯美肌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10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1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养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养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养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植萃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雀力靓颜净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靓颜净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靓颜净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2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臻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3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臻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3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迩莱臻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3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nsManor水动力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38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瞳青春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41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CKV佰草透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48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ryoo哑光慕斯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5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肩颈舒缓养护套-雪罗兰
舒缓草本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5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星光闪耀慕斯眼影 02 现代时髦 
BE SMART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6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星光闪耀慕斯眼影 03 自我狂野 
BE DANGEROUS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68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6789 极限幻彩十二色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7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奇迹唇膏（222） 粤G妆网备字2019238687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梓炫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2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0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富勒烯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1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草本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草本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草本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银钻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2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4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克诗鱼子酱胶原焕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43 广州慷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新创
女闪耀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4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 水润娇颜贵妇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艾叶生姜草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5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luofei古洛菲男士魅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6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颜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颜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玻尿酸净颜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7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臀部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06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瞬彩多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2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L'IBAOBEI HOLOGRAPHIC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HOLOGRAPHIC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HOLOGRAPHIC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ROSE GOLD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ROSE GOLD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ROSE GOLD FOIL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  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海洋植物男士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6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高 香氛闪泽柔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0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香氛闪泽柔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0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芙雪肌椰奶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椰奶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椰奶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马齿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4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姿诗妮烟酰胺亮皙纤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78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追色保湿净颜BB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84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么女王智颜养肤青春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896
广州东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钻蜗牛芯生柔软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0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VETEMENTS摩登雾感诱惑唇膏 336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2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VETEMENTS摩登雾感诱惑唇膏 339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2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KASSTIYA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5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DM多迷星空炫彩唇膏-星空炫彩唇膏
ZC170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6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优妍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优妍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iber德蓓儿金钻紧致抚纹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36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花恋云玉兰焕颜莹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1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慈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慈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慈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亮彩持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6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净颜均衡修护组合-深度补水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49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恋云玉兰焕颜莹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51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莹丝盈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58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诗妍石墨烯光感水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5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林慶堂乳木果润肤水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6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琅玉本草水漾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法诗妍鱼子酱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7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林慶堂亲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86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黛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91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莹男士香氛劲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92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颖 藏红花奢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95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媞纳斯姜道养护套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899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姜养修护套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1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焕颜多效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4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古美人熬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古美人熬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古美人熬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钻致轻松修复酸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3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恒润密集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36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瑶黛祛痘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38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轩丽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3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植萃幼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41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雪泊澜玻尿酸清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43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 sunny weyoung 乳香纯露花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45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蔻丽嘉焕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50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安宁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51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Diber德蓓儿蓝甘菊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0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迷寡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寡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寡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蔻丽嘉恒润密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6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wzrosta粉椰子摇摇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7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本色草本烫染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69
广州雪太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瑤世家浴美舒颜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74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御瑤世家浴美安宁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80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瑶黛清澈净颜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87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瑤世家浴美舒颜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88
广州御未来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蔻丽嘉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89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蔻丽嘉玻尿酸恒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092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绚爱芦荟萃取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0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柏迪珈多肽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22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夜来美金缕梅滋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细颜山羊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24 广州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雪欧情肩颈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25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皙亮活力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31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JIAYAN净加颜寡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3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棠黛活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36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兰后宫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妥信复颜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49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靓肤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3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奶香草莓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奶香草莓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M伊莎奥美奶香草莓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舒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粉蓝舒元套-肌肤柔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自然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82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法诗妍鱼子酱精华提升水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9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9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V美眸眼部套-植皱冻干粉+植皱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9197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萝茉科技能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萝茉科技能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萝茉科技能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0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唯朔之镁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1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关爱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关爱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关爱套 关爱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净畅套 净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2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BER NALL青春凝时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47 广东赫贝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HBER NALL弹力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48 广东赫贝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植白藜芦醇小分子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49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润莲多肽润爽修护套-多肽润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50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贝兰妃深海水母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5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泽优品青春定格精华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6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海洋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鑫姿源水动力补水套动力醒肤啫喱膜+
冰氧水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6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臻颜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花恋云金箔赋活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79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蜗牛紧致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83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赋活能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2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科曼迪 雪颜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蝉净颜袪痘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1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修护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修护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修护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聖奈薇爾臻肌靓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瑶黛润素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28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水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水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水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OOGIS滋养粉嫩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44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赋活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4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简本色舒颜修护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53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IGLORIA富勒烯臻柏冻干粉+九肽臻柏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富勒烯臻柏冻干粉+九肽臻柏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富勒烯臻柏冻干粉+九肽臻柏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5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HVLUNSKIN 净肤排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6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蕴去屑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去屑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尊蕴去屑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WAYWARD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83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诗妍鱼子酱精华提升水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38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抚肌  逆时焕颜甄宝礼盒-逆时多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11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轩丽洋甘菊·维C/E保湿防干裂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14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抚肌   逆时焕颜甄宝礼盒-逆时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15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妥信复颜植萃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33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微精华水光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36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39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嘉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41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富勒烯蛋白灯泡肌彩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42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透明质酸菁纯美颜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51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阿姿美尔男士修颜遮瑕膏（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54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眼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5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铺褆蛇毒肽冻干粉+蛇毒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59 广州鑫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维恩熙云天穿梭慕斯腮红（C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透明质酸菁纯美颜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72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廿一坊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75
广州收放文化传播有限责任
公司

珂妘氨基酸柔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8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泊尔富勒烯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8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特兰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87 广州黛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阁海藻补水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91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PVL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497 广州盛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瑞朵虾青素亮肤冻干粉+亮肤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03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朕心富勒烯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朕心富勒烯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朕心富勒烯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美鸥复古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08 广州盛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轻润泡泡水粉底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16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蝉祛痘清颜修护冻干粉套装-祛痘清
颜修护冻干粉+祛痘清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26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XIJING皙婧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2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蔻爵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43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抚肌 臻颜逆时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44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妥信复颜植萃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45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斓梦美皙焕颜面膜（青春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斓梦美皙焕颜面膜（青春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斓梦美皙焕颜面膜（青春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萃集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组-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焕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58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美肌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 沙棘多肽原浆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7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烟酰胺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74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极细眼线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康必胜植物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59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lingdai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04 广州朵凌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芝光缎粉霜1C1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13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红花油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1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夜间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2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VNC维恩熙云天穿梭慕斯腮红（D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2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莼榡素养净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26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通透柔和两用粉饼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32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35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婉佳玲儿石墨烯赫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蔷薇果
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蔷薇果
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蔷薇果
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MBM艾美不美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IMBM艾美不美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IMBM艾美不美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5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碧绮晶肽修护冻干粉+晶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5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鹿小草焕活补水暖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61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蓦然花开-晶钻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晶钻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晶钻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6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恋云雪莲赋活御肌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0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抚肌  逆时焕颜甄宝礼盒-逆时修护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2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抚肌 奢宠舒畅魅力组合 舒畅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4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琅玉本草植萃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植萃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7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蓝色之恋 绝配情人BB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1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绝配情人BB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3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ODME柏度媄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4 广州铭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ENIA男士净润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6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盈透雪肌珀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生花良妆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8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0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樱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樱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果汁淡彩润唇膏（樱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黛肌素清排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3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69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自然修容蜜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03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所肤理 臻透无痕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04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琅玉本草晶透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0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10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琅玉本草晶透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1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阿姿美尔男士修颜遮瑕膏（02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20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模范鸟炫酷保龄球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2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腹部温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30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绚爱石墨烯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31 广州锦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芝光缎粉霜1W1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35 广州妍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当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36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JVLBEAUTY柔雾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41
黛薇（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ND 星月粉雾口红 焦糖红棕 (303)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4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XENIA男士舒润柔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47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翁妮·老姜王萃取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50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绚爱石墨烯光感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55 广州锦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造型润彩唇线笔NO5028（05豆
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2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肩颈御养套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肩颈御养套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肩颈御养套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4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造型润彩唇线笔NO5028  (03
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5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造型润彩唇线笔NO5028（04草
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66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造型润彩唇线笔NO5028（02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70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造型润彩唇线笔NO5028（01复
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72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9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9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9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蜗牛氨基酸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796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保湿滋润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保湿滋润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保湿滋润儿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生密码温和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 02#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3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 03#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3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极细眼线笔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4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花恋云茉莉蜜露沁肌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46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妥信复颜植萃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47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面乳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洁面乳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洁面乳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5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渗透循环素MICROCIRCULATION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渗透循环素MICROCIRCULATION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渗透循环素MICROCIRCULATION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 04#玫瑰木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6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玻润烟酰胺多肤水润面膜_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7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 01#红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7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琅玉本草植萃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双向循环素TWO-CYCL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8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双向循环素TWO-CYCL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8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双向循环素TWO-CYCL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8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抚肌 奢宠舒畅魅力组合 舒畅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0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果妆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1 广州市彩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泉膜IC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泉膜IC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泉膜ICE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398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抚肌 奢宠舒畅魅力组合 舒畅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3
广州抚肌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GIS可其氏嫩滑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5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肌莱丝盈嫩滑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6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渗透循环乳MOISTURE LIQ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渗透循环乳MOISTURE LIQ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渗透循环乳MOISTURE LIQ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缘纤媚 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缘纤媚 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缘纤媚 胸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0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14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藏红花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1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溪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2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保湿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27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兰后宫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茜秀儿野生海藻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3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黛新肌修颜晶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48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芙语 生物发酵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1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黛新肌舒缓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5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亮颜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6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兰后宫 草本温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温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草本温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0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LLOW COLOR 氨基酸酵母精华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1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GES女人香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6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男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男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男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7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兰后宫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薇媞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薇媞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可苏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魅可苏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魅可苏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8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聖奈薇爾草本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艾蒂东妮净畅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2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焕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唯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6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芭六胜肽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芭六胜肽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芭六胜肽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3999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纽茵焕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03 广州雅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逆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0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莊柏雅·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14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奇彩虹 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17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瑶黛精纯弹力晶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18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BAOBEI Watery moisturizing 
Milk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Watery moisturizing 
Milk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Watery moisturizing 
Milk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Avocad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Avocad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Avocad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Elastic Snai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Elastic Snai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Elastic Snail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Hydrating Cleansing 
Grapefrui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Hydrating Cleansing 
Grapefrui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Hydrating Cleansing 
Grapefruit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3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Brightening Tomat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Brightening Tomat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Brightening Tomato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N BI LIP BALM BEESWAX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BEESWAX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BEESWAX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4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DNA REPA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REPA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REPA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DNA REPA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琇竑颜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聖奈薇爾玫瑰衡肤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OL'IBAOBEI Brightening Hoeny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Brightening Hoeny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Brightening Hoeny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亮颜润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59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Oliv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Oliv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Moisturizing Oliv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resh Pomegra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resh Pomegra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resh Pomegra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ISTRUR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ISTRUR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OISTRUR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6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琅玉本草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7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姜之淳滋养修护还原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75
广州姜之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FEEN黛羽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90 广州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泽优品青春定格精华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9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瑶黛清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094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AIGES女人香香氛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15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慕妍天然海藻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特兰透明质酸保湿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33 广州黛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RFR赋颜修护奢养面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36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黛靓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44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亮泽修容遮瑕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54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瑶黛柔皙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55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5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Nblefly多肽修护因子冻干粉+Nblefly
多肽修护因子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6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丝猢香氛加倍柔顺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香氛加倍柔顺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金丝猢香氛加倍柔顺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燕菲诗祛痘护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79 广州涵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合肽合肽丝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8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黑海盐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90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高倩水漾青春保湿精 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9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亿佰集蜗牛原液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197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羌活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01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琇竑颜草本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0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草汇果酸去角质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06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茵草汇果酸去角质面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06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维妮婷光感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23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荘贝艾舒婴幼儿艾叶舒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26
广州好脸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琇竑颜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28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04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波润沐森润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08 龙塘（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雪阁烟酰胺玻尿酸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12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QRZEN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13
广州思维空间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

波润沐森青春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14 龙塘（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修护明眸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U合肽合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1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明眸再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明眸再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蜗牛紧致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34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ENIA男士清润醒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35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早本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39 广州早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一叶玻尿酸水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41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4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肌妍烟酰胺焕亮皙嫩五件套-烟酰
胺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52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野杏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野杏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胸部肌肤舒缓套野杏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Emperor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立美TRUMRIM蜜柚补水亮颜摇摇软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4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赋活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8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赋活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69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亮颜润透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72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面慕倾慕蕴润提拉面膜组合-倾慕蕴
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74
广州真面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睿泉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77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一叶积雪草微精华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7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睿泉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80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胜雪冰肌组合-冰肌玉露+雪妍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8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芝喔烟酰胺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8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颜康植物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植物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颜康植物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色妃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395 广州仟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恒嘉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00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黛洛魅力经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01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兰西花青素水润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05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花青素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10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一叶烟酰胺提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15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芝喔玻尿酸盈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1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一叶牛油果精油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20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水润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22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花青素水润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29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保湿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33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妮梵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34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烟酰胺焕颜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烟酰胺焕颜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烟酰胺焕颜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 MOTER蜂蜜养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MOTER蜂蜜养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MOTER蜂蜜养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玻尿酸保湿爽肤水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50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妮梵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51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芳溪谷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53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馨妤婕水感莹润精华乳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5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MOTER空气云朵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MOTER空气云朵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MOTER空气云朵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玻尿酸多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玻尿酸多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玻尿酸多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6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水母精华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水母精华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水母精华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芳溪谷香氛精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81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双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8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逆龄活氧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靓肤套-美妍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9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赋活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498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丝柔防水眼线胶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02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亮颜润透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03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焕采紧致多效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09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AXIN华莘蜜蕾紧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17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蜗牛紧致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21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23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risdien Deny玫瑰精华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25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30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保湿锁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33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玻尿酸补水洁面乳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34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福康丹参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37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41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DDY BEAUTY哑光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4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EDDY BEAUTY哑光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4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EDDY BEAUTY哑光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4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亮颜粉底液-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49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亮颜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51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XIN华莘洁净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54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UAXIN华莘蜜蕾紧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55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OOGIS杏仁酸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59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玫瑰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61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安肌修护多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安肌修护多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安肌修护多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多肽修护冻干粉组
合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75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寡肽修护冻干粉套—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77
广州吉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NG YAN XIU LI清颜秀丽多肽修护冻
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80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REELITE逆龄玻尿酸原液+焕颜胶原蛋
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82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么女王智颜养肤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593
广州东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普润二裂酵母祛角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0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祛角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0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祛角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0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首品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13 广州首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水光嫩肤隔离防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18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洛颜 胶原蛋白多重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胶原蛋白多重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胶原蛋白多重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普润二裂酵母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唐巴巴玻尿酸收缩毛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2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UREELITE活性肽逆龄焕颜蛋白套 活性
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41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如冰气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43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GU翠古修护抗皱美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51
广州亿人壹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神经酰胺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55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白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6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福森阿甘油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72
广州爱福森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格蕾思蒂多肽净颜亮肤组合1号多肽雪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75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多肽净颜亮肤组合2号多肽雪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88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QQ 水光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95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 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697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 水光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02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QQ 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06
豆蔻年华（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恋红颜红酒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14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红颜红酒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19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红颜红酒清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25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红颜红酒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27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 肌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2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睿泉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30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G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3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肌初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3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睿泉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41 广州启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种颜色胶原蛋白精华球+肌底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55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悠润莲多肽润源修护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润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60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悠润莲多肽润源修护套-多肽润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62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初妍植白藜芦醇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63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妍植白藜芦醇小分子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64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丽能量舒养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76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舒蕾胶原紧致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0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AAS 紫苏舒纹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紫苏舒纹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紫苏舒纹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0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花语颈部套-花语颈部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0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语颈部套-花语颈部细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1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语颈部套-花语颈部呵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1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花语颈部套-花语颈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2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维拉丝滑柔光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2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恋云茉莉深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0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恋云金盏花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3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 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滋养修护足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滋养修护足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蜂蜜滋养修护足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科时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科时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青春活颜柔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恋云玉兰晶透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4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溪言亮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47 广州溪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芬棕榈酰五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52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色彩传奇水润亲肤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56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凯姿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凯姿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凯姿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溪言烟酰胺亮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892 广州溪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女士护理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36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肌舒缓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1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胶焕颜活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5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肌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7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中养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ROZELY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ΛYIN牛奶蜂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84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ARRE梦格莉睛采明眸眼部修护套盒
-睛采明眸修护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86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采佳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0996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忆蔻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1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植炫草本疏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植炫草本疏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植炫草本疏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碧姿滋润口红（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20
广州加利诺量子科技有限公
司

彦池富勒烯滋养焕颜三件套-富勒烯焕
颜紧致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31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 植物光感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3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植物光感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3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秀丽俏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35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臻养呵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37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臻润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3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亮眼焕蓝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4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零边界水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7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凯姿通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凯姿通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凯姿通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亮眼吸睛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49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铂金皙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52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迹 水漾肌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5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 水漾肌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5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 水漾肌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5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亮眼晶雕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55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OGIS樱花沁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62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OGIS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66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婷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68
水缘派（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绣后蜂蜜牛奶烟酰胺修护柔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71 广州蔻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醉梦显色滋润口红  8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72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美黄金赋活紧致润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7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黄金赋活紧致润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7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黄金赋活紧致润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7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URROW杉若醉梦显色滋润口红  8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80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亮眼舒活
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82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明眸舒润
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84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亮眼吸睛奢享尊贵套 亮眼水氧
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87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S.babyx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S.babyx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S.babyx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9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醉梦显色滋润口红  8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91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杉若醉梦显色滋润口红  8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1098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OGIS乳木果弹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02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RROW杉若醉梦显色滋润口红  8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07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梵 氨基酸顺滑润丝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13
广州市沂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2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e de Messenger小分子冻干粉+小
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小分子冻干粉+小
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小分子冻干粉+小
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之慕水润透肌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66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彦池富勒烯滋养焕颜三件套-富勒烯滋
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73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彦池富勒烯滋养焕颜三件套-富勒烯沁
爽透亮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78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美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5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1#自然色+深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1#自然色+深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1#自然色+深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2#象牙白+浅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2#象牙白+浅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靓丽遮瑕修容棒（02#象牙白+浅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19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舒养能
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1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舒养能
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1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舒养能
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1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丹参舒
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丹参舒
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丹参舒
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 princess 极细塑形浓黑液体
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4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鹿茸舒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鹿茸舒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呈美纤姿玉色尊享套组-臻萃鹿茸舒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2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越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31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倩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37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肤儿焕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蕃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蕃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蕃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艾妮莎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46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辣
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辣
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辣
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锦
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锦
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锦
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玫瑰花瓣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玫瑰花瓣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玫瑰花瓣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倩樱桃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0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玫
瑰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玫
瑰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玫
瑰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炫彩口红套盒-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兮引 烟酰胺水光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69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德兰朵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浮生若梦精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74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VOPRO 薇宝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女
皇红蛋蛋球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8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橙花精油玻尿酸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28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舒蕾雅风润冻龄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07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小芈 SERRMII邂逅清新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3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雅香润养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雅香润养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雅香润养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 靓颜冻干粉+靓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6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蒂蔓露丝水光粉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水光粉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水光粉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泰玫莉好气色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好气色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好气色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4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6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净皙亮肤套盒-净肤透亮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73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暨美龄晶润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7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暨美龄晶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7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暨美龄晶润美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37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水光驻颜尊享套-玻尿
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0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姜能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0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草本能量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07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艾叶能量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08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1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妙龄青春
活力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1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姬修护冻干粉套装-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0 广州香蔓贸易有限公司

珍颜集紧致修护套-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1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热态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热态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热态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荨图草本精华调理套组-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氨基酸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38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祺堂水光金箔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金箔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金箔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 植物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53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芝堂植物萃取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57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贝尔多肽灌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58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月羊胎素润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62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泮庐中康大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7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泮庐中康1号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7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7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7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小屋 玻尿酸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7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泮庐中康2号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8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泮庐中康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8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9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法蒂曼清透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1499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斯普润二裂酵母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0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0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斯普润二裂酵母修护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0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达维健纳米锌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12
广州达维健健康工程有限公
司

高倩红润奇肌精粹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1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素源滋养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素源滋养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素源滋养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笛酵母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寡聚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寡聚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寡聚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域圣康疏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疏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域圣康疏畅养护油+藏域圣康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芳天下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28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玫瑰精油玻尿酸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3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香施帝月泉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32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时光臻颜复活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40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4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4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格尔安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41
广州市博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懿枝多肽修护冻干粉+溶解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54 广州懿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引 玻尿酸水光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5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沛暄天然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59
广州巽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 ●蓝光冻龄多效修护
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 ●蓝光冻龄多效修护
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莲花 ●蓝光冻龄多效修护
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NGARRE梦格莉玫瑰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1568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花羽晶透焕颜套-亮肤净妍冻干粉+亮
肤净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2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火
辣杜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火
辣杜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火
辣杜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枯
萎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枯
萎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枯
萎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奶
茶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奶
茶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奶
茶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热
茶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热
茶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热
茶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小
辣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小
辣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丝绒水润口红套盒-小
辣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绚丽地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绚丽地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绚丽地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绯花羽晶透焕颜套-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86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洒人间私人定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90
广州爱的宣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灵語花开妙颜焕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296
广州灵语花开大健康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ILLUMINARE琉璃盒子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00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0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花羽晶透焕颜套-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05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兮引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1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真细芯塑型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1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ISTJHMX艺术家系列甲油胶家和美学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18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ARTISTJHMX艺术家系列甲油胶家和美学
-32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22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土星围绕)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土星围绕)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土星围绕)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瀾熙鲜花滋养水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3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颜集润头汤修护套-润养植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35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馨坊韵养修护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37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金银花爽肤营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金银花爽肤营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金银花爽肤营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4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保湿补水精华套盒-寡
肽保湿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54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热力姜能养护套组-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 蛋蛋球一家亲润护套装（牛
油果蛋蛋球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56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童颜家居套-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57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童颜家居套-童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0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童颜定制套Ⅰ-童颜冻干粉
Ⅰ型+童颜溶媒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3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童颜定制套Ⅱ-童颜冻干粉
Ⅱ型+童颜溶媒液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4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绯花羽肌底润颜套-肌底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7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肌底润颜套-燕窝莹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8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肌底润颜套-肌底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69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肌底润颜套-肌底润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71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热力姜能养护套组-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7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热力姜能养护套组-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7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奢润御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77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姿雅-背部轻薄舒活护理套-肩颈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背部轻薄舒活护理套-肩颈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背部轻薄舒活护理套-肩颈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臀部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臀部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臀部舒活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光海玻尿酸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88 广州汇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390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小蘑菇透靓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0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媚丽多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09 广州娇雪贸易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14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墨黑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1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香蜂花呵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1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MDYL美的玉兰飞扬草香氛清爽补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飞扬草香氛清爽补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飞扬草香氛清爽补水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7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7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荨图草本精华调理套组-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CE复合多肽复弹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2 广州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柔光渐变腮红[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LCE复合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4 广州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CE复合多肽亮肤润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7 广州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沙棘维E多重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沙棘维E多重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沙棘维E多重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3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CE复合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41 广州北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nura 卡丽娜酵母赋活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43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丑鱼 精致轻奢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44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高成份冻干球组合-高成份冻
干球粉+高成份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5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皙丽MIJELI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54 广州悦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芬妮老姜舒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5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氨基酸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59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精巧水珠纤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75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6枫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89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999烈艳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0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411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1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412元气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2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3#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3#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3#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典 多肽修护生物纤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4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4#千人千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4#千人千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4#千人千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413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6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415山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7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414肉桂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42498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0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1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5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6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7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use 秋色 睛艳神采九色眼影01#米驼
枫叶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7#）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09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泓姿美腹组合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2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泓姿美腹组合草本萃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2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元康舒缓组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2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瑟心动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瑟心动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瑟心动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腹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归美堂肩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6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素汇高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39
广州植物缘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锦泉韵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40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橄榄深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52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5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丝芙公主净透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56 广州兆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小甘菊舒缓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5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赛珀兰效九修护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0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果蜜儿童护唇膏 蜂蜜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蜜域祛痘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域祛痘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域祛痘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黑金型男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7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色彩优品清润劲能男士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85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按摩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595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2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3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6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姿韵 草本紧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草本紧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姿韵 草本紧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0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玫瑰香氛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11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玫瑰香氛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11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梦幻倾城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1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12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果蜜儿童护唇膏 甜橙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2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贾斯汀.蓓尔多肽极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贾斯汀.蓓尔多肽极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贾斯汀.蓓尔多肽极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蜜桃润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29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精致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3深空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臻颜活氧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2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美睫女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美睫女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美睫女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盉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也西男士致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8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ANGE精致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3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产后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MEI轻龄时光精华粉+轻龄时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45 广州帆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MEI轻龄时光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48 广州帆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盉舒体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MEI轻龄时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51 广州帆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盉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XMAGIC冰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63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盉温养固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精致塑形双头自动眉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6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通养润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6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胸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7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眼部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7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西铂水凝倍润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74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盉幸福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黄金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琪纯QICHUN美睫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美睫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美睫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保湿冻干粉+伊真多维保湿溶
酶液+伊真多维保湿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保湿冻干粉+伊真多维保湿溶
酶液+伊真多维保湿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保湿冻干粉+伊真多维保湿溶
酶液+伊真多维保湿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大眼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大眼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大眼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臻密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臻密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臻密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纤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纤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纤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泮庐中康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1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美芙湶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13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美芙湶走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16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佐澜柏光果甘草植物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1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漫歌 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IMAGIC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3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诗风情氨基酸香恋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5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诗风情氨基酸香恋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5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诗风情氨基酸香恋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5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59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61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62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天传奇修护冻干粉+修护液+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64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微馨正 氨基酸苹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67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修人堂星耀炫彩定妆喷雾（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69
广州镭鑫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阳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7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典富勒烯营养修护气垫CC霜（紫色+
绿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76 广州俏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燕麦植物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8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漫歌 富勒烯优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9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富勒烯优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9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富勒烯优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79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妃儿柔世凝彩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儿柔世凝彩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儿柔世凝彩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密肌水凝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密肌水凝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密肌水凝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佐澜柏类蛇毒肽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1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人堂星耀炫彩定妆喷雾 （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15
广州镭鑫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漫歌 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深层清洁套 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健安臣男士特硬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33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旱金莲植物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36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尔臭臭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38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蜡菊植物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4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女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女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思恋弹力肌烟酰胺 甄效滋养女
士香水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肩颈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6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 秋色 睛艳神采九色眼影03#酒红
大地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8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8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 秋色 睛艳神采九色眼影02#日落
大地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8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佐澜柏寡肽表皮赋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87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9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傒雅斐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2894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ege雪阁烟酰胺雪肤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09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ANGE三合一持妆多效随心造型眉笔02
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1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之慕水润透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24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芝维妮薄荷清爽舒缓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薄荷清爽舒缓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薄荷清爽舒缓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卡倪 玫瑰嫩滑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27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维妮烟酰胺亮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烟酰胺亮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烟酰胺亮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植萃舒缓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植萃舒缓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植萃舒缓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卡倪 玫瑰去角质柔嫩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35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IWENMUA 乳酸光蕴嫩滑精华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43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肌之慕水润透肌美肌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46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傒雅斐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48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色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53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傒雅斐美肌润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55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缘堂 粉红娇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 粉红娇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 粉红娇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鹿小草精华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4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媚春堂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春堂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春堂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M＆5亮颜保湿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6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SH植萃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植萃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SH植萃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太女神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相缘堂 疏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 疏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缘堂 疏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莹丝滑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94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小栈备长炭清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95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芝星动炫彩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97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2998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三合一眉刷眉粉眉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FANGAO 老姜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6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FANGAO 老姜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6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芝维妮茶树祛痘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茶树祛痘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茶树祛痘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馨姿圣女元素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8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右时间负氧离子生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09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缔美馨姿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0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艾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智慧美肤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GAO 超柔深层焕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FANGAO 超柔深层焕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御颜姬智慧美肤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蒸堂舒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2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蒸堂美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金箔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3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伊真多维修护冻干粉+伊真多维修护溶
酶液+伊真多维修护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4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修护冻干粉+伊真多维修护溶
酶液+伊真多维修护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4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修护冻干粉+伊真多维修护溶
酶液+伊真多维修护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40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奇迹多肽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46 广州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Donni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47
广州维丹妮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媞纳斯多肽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Xiwang晳王芦荟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1 广州市皙王贸易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紧致冻干粉+伊真多维紧致溶
酶液+伊真多维紧致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紧致冻干粉+伊真多维紧致溶
酶液+伊真多维紧致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紧致冻干粉+伊真多维紧致溶
酶液+伊真多维紧致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霜（冬）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霜（冬）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霜（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水凝活肤精华霜（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6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媞纳斯亮彩眼部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7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科美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83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典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87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芦荟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芦荟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芦荟出水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洋甘菊肌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洋甘菊肌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洋甘菊肌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玻尿酸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玻尿酸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水光玻尿酸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璐妠立体光感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099 广州一统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缤纷烟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00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光透亮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05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O`RLG可可脂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0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莱魅光感密集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11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骨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1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华油（5重
花萃）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3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初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43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缔美国际肌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53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恋云金箔淡纹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66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活力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Reset Mask Pore 
Purifying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Reset Mask Pore 
Purifying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Reset Mask Pore 
Purifying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怡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怡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怡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玫瑰花盒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7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璀璨怡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璀璨怡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雅堂璀璨怡养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冻干粉+
美肌靓颜溶酶+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冻干粉+
美肌靓颜溶酶+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美肌靓颜冻干粉+
美肌靓颜溶酶+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华水（水舞
樱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43185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Holy Grail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0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Holy Grail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0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The Holy Grail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0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亮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06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水源小分子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08 广州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Xphen玻尿酸水光芯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14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漫克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51 广州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梵皙净颜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59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瑞梵皙臻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61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HO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NA璐妠空气轻薄水光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294 广州一统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奢养赋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02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米匠甲油胶（免洗可卸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03
广州爱米粒美容美甲有限公
司

爱米匠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05
广州爱米粒美容美甲有限公
司

新肌密匙 活性多肽Ⅰ型修护冻干粉+活
性多肽Ⅰ型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09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颈修护套保湿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1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珍气丹气茉莉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珍气丹气茉莉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珍气丹气茉莉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卡丝养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24
广州洛魅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梵皙臻颜柔皙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32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爱米匠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34
广州爱米粒美容美甲有限公
司

雅研堂蜗牛玻尿酸蚕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35 广州草塘实业有限公司
新肌密匙 活性多肽Ⅱ型亮肤冻干粉+活
性多肽Ⅱ型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37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肌密匙 活性多肽Ⅲ型紧致冻干粉+活
性多肽Ⅲ型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39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 美肤净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IURU烟酰胺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51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妩彩玫瑰九胜肽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九胜肽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九胜肽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斯琪儿 奢宠多效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5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钻奶茶慕斯香浴露（樱桃&樱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60 广州蓝狮科技有限公司

琪仕美柔滑深邃明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68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琅玉本草臻亮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琅玉本草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美娇阳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娇阳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娇阳润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植萃茉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10#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79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9#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0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8#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1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7#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2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4#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3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3#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玫瑰女郎6.3木杆唇线笔2007-2#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5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LIYALAN咖啡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7
广州麦柯黎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妮鸽肌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鸽肌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鸽肌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曼姬酵母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395 广州银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苏米VE绝色倾慕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0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美桐多效养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08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形象美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蒸堂美韵养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秘时控油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2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娇阳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娇阳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娇阳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亿堂防裂修护手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75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肤珈美滋养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8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9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焕彩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97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小蘑盒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98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琇竑颜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49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奢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0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奢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0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BAOLAI悦宝莱奢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0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梵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37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广亿堂裂王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76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酶+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酶+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酶+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韩婵润颜御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5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愉生玫瑰精油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20
广州臭皮匠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亮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2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亮彩眼部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蔻铂萃·橘灿精华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26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净透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净透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芦荟净透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3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如丝滑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7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里如雪绒塑发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38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儿驿站产后调理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4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修护冻干粉+
紧致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修护冻干粉+
紧致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紧致修护冻干粉+
紧致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御颜姬智慧美肤毛孔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Q梦幻星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梦幻星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Q梦幻星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影植萃舒缓复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可苏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魅可苏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魅可苏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5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SFH氨基酸润肌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2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高浓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高浓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高浓度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钻石美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肤美桐弹力细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7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追色酷跑微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68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焕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82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珈美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8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嫒闺蜜奢宠润肌清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嫒闺蜜奢宠润肌清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嫒闺蜜奢宠润肌清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叶集滋润保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692
广州佰恩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珈美亮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0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梵皙净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06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丝贝朗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1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香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1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未原洋甘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24 广州一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Age绿海藻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Age绿海藻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Age绿海藻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2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PO柔光持妆散粉23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33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优碧丝小蘑盒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34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养发米浆-淘米水洗发乳
（糙米深层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3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菲诗肌肤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48 广州涵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ctor santon阿曼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5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类蛇毒肽赋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5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ctor santon海地阿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5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肌密匙 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63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淘芙妮人参雪莲睡眠唇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7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人参雪莲睡眠唇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7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芙妮人参雪莲睡眠唇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7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梵皙植物净透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77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1号色星闪柔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2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光感柔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4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多效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多效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多效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强之美玫瑰温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8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肌初赋活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8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子神采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91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SMNL盈润水嫩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799
广州纯元企业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原液精华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04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O`RLG血橙芬香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集丽有品香茅净屑养根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2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晶菁本草花蕊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41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4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苏米黄金小麦不晕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59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6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3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7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活泉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7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树润泽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78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魅族唇膏#2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8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之源藏秘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8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8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8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8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春妃积雪草清莹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90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水颜多多肽逆龄焕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899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莱魅动感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46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燕麦植物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47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秀坊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48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深海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4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梵皙臻颜净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50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佐美佑上白藜芦醇赋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5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颜秘时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5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花青素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花青素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花青素角鲨烷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维生素C雪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69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富勒烯清漾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富勒烯清漾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富勒烯清漾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慶堂复方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2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菲诗修护肌肤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4 广州涵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唇间玫瑰精油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间玫瑰精油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间玫瑰精油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红景天紧颜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94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美佑上蜡菊植物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3996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0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0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0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秀影臻萃清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0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梵皙净颜修护精华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10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热卖小铺十八色多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11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热卖小铺十八色多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11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热卖小铺十八色多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11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旱金莲植物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2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碧烟酰胺血橙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2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久碧烟酰胺血橙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2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久碧烟酰胺血橙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2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BEILUSI贝璐思沁透亮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2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诗汀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32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雾光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雾光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雾光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梵皙植物净透晶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41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NyceMakeup棕盒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42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维澳莎亲肤活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5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清透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7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琅玉本草水漾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耐沃海洋植物男士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7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净肤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7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B水润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8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梵皙植物靓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84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蛋白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蛋白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eaute de Messenger逆龄蛋白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0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吉微馨正苹果瓷肌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06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杜鹃花盒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0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影红球藻多效润养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0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向日葵花盒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10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香水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11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郁金香花盒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1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桃花花盒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2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菲诗植物护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32 广州涵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鸥博丽可卸甲油胶（自然健康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3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鸥博丽可卸甲油胶（自然健康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3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鸥博丽可卸甲油胶（自然健康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3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4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臻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No Brand To Me隔离霜（遮瑕妆前保
湿）（熏衣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5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香蜂花姜根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60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维娜贝拉莹润水嫩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7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闪耀太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闪耀太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遨游星空九色眼影盘(闪耀太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QRZEN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94
广州思维空间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9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9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9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郑钱多男士氨基酸头皮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19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涂魔幻星球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魔幻星球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魔幻星球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祺堂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凝香气色排浊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3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凝香气色排浊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3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凝香气色排浊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3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1#58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1#58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UN熙浔奢妍耀钻丝绒口红01#58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玫瑰补水雪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玫瑰补水雪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玫瑰补水雪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柔秘语香氛补水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8
广州格林职业技能培训有限
公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3摩卡奶
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49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珈TOOJA玫瑰花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5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玫瑰花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5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梵皙净颜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55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2肉桂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58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1山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61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4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65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烈艳丝绒雾面哑光唇釉 145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67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家瓷人瓷人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家瓷人瓷人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家瓷人瓷人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眼部修护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眼部修护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眼部修护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藏馥宫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禾凯发旺旺头皮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85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多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多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多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玥茇臻堂多效修护套盒-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2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可胸部舒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0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胸部舒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0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优可胸部舒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03 广东轩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悠润莲多肽臻养修护套-多肽臻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10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AiLiLy艾丽莉酒粕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13
广东省艾丽莉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AiLiLy艾丽莉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14
广东省艾丽莉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广亿堂维生素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26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棠黛活性肽抚纹眼部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30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青春抗皱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37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琇竑颜美妍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4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福康苍术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49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莲美天使微脸紧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娜青春御齢臻萃赋活液+卡妮娜青
春御齢活藻精纯粉+ 卡妮娜青春御齢臻
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54 广州薏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美肌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60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OMTATSAT 草本晒后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61 广州非二科技有限公司

喉博士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62
广州冠寿堂治未病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姿季女王樱桃莹润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68
广州聚亿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天骄玲珑套—天骄玲珑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70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天骄玲珑套—天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71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尔熙  天骄玲珑套—天骄玲珑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73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晶菁本草花枝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74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纤悦诗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75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悦诗山羊奶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8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古蔻丝 随意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86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尔熙  天骄玲珑套—天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87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晶菁本草花青素焕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88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黛尔熙  天骄玲珑套—天骄玲珑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89
广州缔妆殿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蔻丝 酷感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菁本草花青素焕颜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4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菁本草花青素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397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丽初源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01 广州华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CHARMER魅彩嘟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04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痘研蓝铜胜肽御龄紧致套-蓝铜胜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07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晶菁本草花蕊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08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晶菁本草花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12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媞纳斯深层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奢润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8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86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奢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92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菁纯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9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墨菊深度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49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春妃鱼子酱冰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00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黛韵宝抚痕嫩肤修护套盒-抚痕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06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圣玉凝肌焕彩养护套组-凝肌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09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修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2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2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2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银一叶富勒烯蛋白滋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1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LIBES赋能亮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0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IBES赋能凝时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2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爽滋润
护手霜（橙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7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爽滋润
护手霜（橙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7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爽滋润
护手霜（橙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7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透莹亮
护手霜（芍药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8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透莹亮
护手霜（芍药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8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清透莹亮
护手霜（芍药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8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补水保湿
护手霜（樱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9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补水保湿
护手霜（樱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9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补水保湿
护手霜（樱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29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水嫩滋润
护手霜（玫瑰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水嫩滋润
护手霜（玫瑰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水嫩滋润
护手霜（玫瑰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舒缓亮肤
护手霜（繁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1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舒缓亮肤
护手霜（繁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1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色可人保湿滋润护手霜套装舒缓亮肤
护手霜（繁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1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缘芙氨基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34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IBES小七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4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妮婷多维甄妍精华套盒-多维甄妍素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46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红颜红酒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55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悦诗水漾嫩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68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颜棠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71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颜棠焕颜奢宠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75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颜棠银耳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597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梨钱夫人玻尿酸水润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03 广州颜蔻贸易有限公司

魔颜棠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04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颜棠寡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05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星护宝婴幼儿马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PIAC炫彩魅力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玲珑五色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6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6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6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4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丝滑柔嫩手部套-丝滑柔嫩洁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6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晶透润泽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68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晶透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6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鳄梨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74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晶透润泽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77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水润CC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78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晶透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0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初见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初见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逸初见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颜棠多肽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84
广州魅力一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木兰肌底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芙雪海藻烟酰胺水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697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丝颜玉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04
广州鸿兴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NGARRE梦格莉睛采明眸眼部修护套盒
-睛采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25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之韵绰约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35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雯密罗木水盈臻养套-密罗木水盈清
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51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64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汪美人姿润活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67
广州富善成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火红之焰沙棘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68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玫瑰透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9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薰衣草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橄榄油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7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塑颜紧致提拉套 提拉精华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01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塑颜紧致提拉套 提拉精华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0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悦购黄金蛋白肽套装-黄金液+黄金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03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小忆丝补水嫩肤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14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红木兰滋养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1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梨钱夫人活力弹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34 广州颜蔻贸易有限公司
王权富贵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3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奢宠时光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57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和之韵绰约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59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银杏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银杏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tzby ANTIPERSPIRANT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PERSPIRANT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PERSPIRANT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PERSPIRANT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6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筱朵红石榴修颜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朵红石榴修颜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朵红石榴修颜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菲尔富勒烯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5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红木兰肌底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菲尔富勒烯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7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8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8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ANO诗安诺臻爱魅色口红 608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7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焕采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83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焕采眼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84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水光补水
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85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妈咪爱康美焕采眼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90 广州芙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呵彩蜂蜜滋养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891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ZVZ红豹纹质感美肌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08
广州颜之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SGEM瓷肌焕颜套-焕颜无暇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09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16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本集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本集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本集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1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锁水磁石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22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2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3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3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3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美薇紧致提升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36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4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4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4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irming Hydrating 
Grap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irming Hydrating 
Grap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 Firming Hydrating 
Grap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tyana NATURALS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七天假期白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8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七天假期白琥萬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89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9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9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9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胸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4995
广州纯然美肌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黑海盐高净
润泡泡SPA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2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6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澎湃水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1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冉堂 舒润净透修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18
广州市姿冉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米万露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1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过 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21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略色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26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满天星修容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3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满天星修容高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3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 玫瑰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4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 玫瑰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4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44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46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8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8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8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植萃凝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9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96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仙芭侬轻盈无痕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98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香馥露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099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02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PIAC柔滑顺畅自然眉笔 502#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0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焕采紧致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09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型歌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1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PIAC柔滑顺畅自然眉笔 505#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1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头皮调理舒缓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1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仟花佰草植萃水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1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晶菁本草花叶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22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醒肤活力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2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酿植萃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24
广州小人物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雪酿植萃清润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25
广州小人物信息技术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舒缓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2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芭侬唇真光润千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2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RFR赋颜多肽冻干粉+赋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5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FR赋颜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36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寡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4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酵母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54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urovmy玻尿酸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5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纤细雀羽墨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67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花仙子玻尿酸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6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合肽合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69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仕 百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仕 百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仕 百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芭侬丝绒雾感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3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UL TASTE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4
广州美丽味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正淑坊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打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6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vmy维生素B5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79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185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汇美茵美祛痘套装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31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水光防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3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清通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4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寡肽新肌冻干粉组合寡肽新肌溶媒
液+寡肽新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43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護芳閣菁萃润养发油套-植物润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51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芙莱神经酰胺活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亮肤焕颜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74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金娆颜JinRaoya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77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水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92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芝清润补水亮颜奢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94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洋甘菊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29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 精华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02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诗曼头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0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足腿热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0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LLOW COLOR 精华气垫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08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E 叶梓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31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瀾熙活性滋养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3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心诺青春靓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51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GLI轻彩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5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N-AYILIAN水漾肌密自然无瑕气垫BB霜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57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熊果苷精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58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女性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38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吻蓝睡莲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10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卡妮娜青春定格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19 广州薏漾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水妍气韵水感倍现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26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STARK-NAKED 裸瑟钻石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3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 水润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39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深补水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1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心诺 水润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2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也丝盈清爽洗发水（S2）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俏心诺 水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也平衡修护洗发水（S5）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俏心诺水润滋养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49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芝致柔洁颜透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64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武陵明秀五倍子面膜（焕润保湿款）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6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陵明秀五倍子面膜（焕润保湿款）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6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陵明秀五倍子面膜（焕润保湿款）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65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瀾熙奇异果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7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之慕水润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71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肌之慕水润透肌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72 广州艾莉斯商贸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G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7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0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YZC·Nail 小小支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5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7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G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8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ZYZC·Nail 指优真彩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1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LEAS 精致滋养植物酵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 精致滋养植物酵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3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蓝铜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7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寡肽修护（小红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498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心诺青春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08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09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美娜火舞纤长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11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雅格草本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雅格草本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雅格草本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靡兒多肽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15 广州郡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韵宝抚痕嫩肤修护套盒-抚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25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媄草本祛痘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荟媄草本祛痘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荟媄草本祛痘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美芬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39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心诺青春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4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芝士奶酪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芝士奶酪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思豪芝士奶酪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心诺青春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54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旋植物柔润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59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唐巴巴烟酰胺香氛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6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ELAN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65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G06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7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神经酰胺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74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根苗精萃净透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7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80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83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K-NAKED裸瑟自然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8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秀媛灯塔水母提取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9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秀媛灯塔水母提取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9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秀媛灯塔水母提取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9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97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RAY SILK水润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598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诗妍鱼子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0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15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微馨正富勒烯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16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过 山羊奶滋润补水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18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富勒烯灯泡肌拉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19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2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菇婴儿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菇婴儿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菇婴儿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4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墨黑恒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47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7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5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又一村速绘酷黑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53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泊澜 蓝铜胜肽紧致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60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桂玻尿酸草本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6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石墨烯补水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70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烟酰胺嫩滑按摩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7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LEAS多肽密透营养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8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多肽密透营养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8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美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88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富妃特胶原蛋白肌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9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富妃特胶原蛋白肌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9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富妃特胶原蛋白肌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69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山羊奶滋润补水透
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32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CJGJ 氨基酸毛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3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女仁堂光感水肌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3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恋云玉兰焕颜莹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53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絮万千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5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絮万千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5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絮万千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5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蕾蒂黄金丝绸细滑粉饼NO.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68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oConcubi黄金紧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oConcubi黄金紧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oConcubi黄金紧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校花秘语 樱桃滋养粉嫩唇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8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聚元正养背部舒护草本养护套- 背部舒
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79 广州海翡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通透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8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SV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81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凡芙牛油果奢氧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5797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UNYA伊尚雅光感蘑菇粉底CC棒（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45822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HRFR赋颜紧肤素+赋颜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23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亿堂红花皲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24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沄益液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30 广东沄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LiLy艾丽莉粉椰子奶盖沐浴露（烟酰
胺）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32
广东省艾丽莉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蜜贝娜清新柔润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梦诗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4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oftto金缕梅平衡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6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舒蕾雅风润紧致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7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通养能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49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CRIUS富勒烯涂抹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0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舒蕾雅通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2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风润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舒蕾多肽紧致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4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白银梳理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5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黄金调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6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舒蕾通养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7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舒蕾精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8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舒蕾雅舒蕾舒活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59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浅色保湿精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6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萱姿提拉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7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提拉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7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提拉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7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TSV焕颜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75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堂黄金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8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水漾青春补水面膜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9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LEAS精致滋养植物胶原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9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精致滋养植物胶原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609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植萃净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1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水漾青春保湿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1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丽三芊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31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可蕾蒂黄金丝绸细滑粉饼NO.21亲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36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水漾青春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3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高倩水漾青春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4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玛么女王智颜养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42
广州东之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茜薇妍·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61
广州市妍媚勒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妃德幼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69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自然束男士洁净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7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男士酷爽焕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7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蒂闪亮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8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叶美肌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83 广州梦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a柔滑持妆双头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90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a柔滑持妆双头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92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a柔滑持妆双头眉笔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93 广州卡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金纯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198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花恋云雪莲驻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01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玫瑰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0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信妈咪舒活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7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水润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美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柔嫩补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滋养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水润高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秘境之美微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秘境之美微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秘境之美微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2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轻透遮瑕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束水集肌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33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肌肽玫瑰焕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35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太未来童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39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泰玫莉修护溶媒液+泰玫莉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4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修护溶媒液+泰玫莉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4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修护溶媒液+泰玫莉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4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5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5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妆印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5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5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蒾蔻优可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蒾蔻优可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蒾蔻优可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PA晶钻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3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PA晶钻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3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PA晶钻系列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3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tastJHMX/幻想家系列甲油胶/家和
美学-10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6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FantastJHMX/幻想家系列甲油胶/家和
美学-31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67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胶原蛋白盈透冻干组合-胶原
蛋白冻干絮+盈透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8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羊胎素多肽冻干粉套组-羊胎素多肽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291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OWN HOUSE皇冠小屋丝滑润颜唇釉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0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B面部青春焕颜套盒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06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畅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畅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畅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养舒润套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臻韵修护套臻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菁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紧致提升套-臻颜冻干粉+臻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49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0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紧致提升套-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2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植因亮肤套-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3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植因亮肤套-靓颜冻干粉+靓颜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4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植因亮肤套-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5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紧致提升套-臻颜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6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植因亮肤套-靓颜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7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綄颜妃净化套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58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动力补水套-水动力保湿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7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和堂御龄蝶变套-御龄蝶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7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NGKANU雾感丝绒唇釉套装Y1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75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YINGKANU雾感丝绒唇釉套装Y2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76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YINGKANU雾感丝绒唇釉套装Y3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78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动力补水套-水动力肌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8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动力补水套-水动力焕采喷
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38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动力补水套-海藻水动力冻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厚臀部护理套盒-臀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7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谦厚身体护理套盒-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8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平衡调理套 平衡调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臀部肌肤滋养套 臀部肌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轻畅套 轻松畅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泽谷胱甘肽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2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维澳莎明眸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2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信妈咪舒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39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自信妈咪百媚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0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自信妈咪千娇百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1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自信妈咪舒活养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2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颜姿御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姿御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丝妤素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47
广州伊人美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妮菡詩轻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74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天竺葵婴儿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48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名方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659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659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6597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迷胶原溶酶液+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胶原溶酶液+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胶原溶酶液+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0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自然蔻富勒烯逆龄（小红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05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佩斯舒缓焕肤修护冻晶+舒缓焕肤修
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0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紧致多肽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69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紧致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74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烟酰胺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7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烟酰胺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7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烟酰胺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7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溪言靓颜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53 广州溪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男士清爽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5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男士清爽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5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6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根源堂米硒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6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6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净澈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净澈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净澈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男士清爽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7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梵 氨基酸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80
广州市沂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碧丝氨基酸香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82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DUO膜朵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8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伊真多维莹亮冻干粉+伊真多维莹亮溶
酶液+伊真多维莹亮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9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莹亮冻干粉+伊真多维莹亮溶
酶液+伊真多维莹亮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9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多维莹亮冻干粉+伊真多维莹亮溶
酶液+伊真多维莹亮增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89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0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MODUO膜朵清洁焕肤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15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自然束蛋白滋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2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O膜朵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35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芭碧丝氨基酸活力轻盈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55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KW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82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简本色樱花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6992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VISION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23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兰后宫 春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春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兰后宫 春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强之美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38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CHIME丽姿美女人香水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2
广州创美金谷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潘玥 头发修护液（平衡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头发修护液（平衡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头发修护液（平衡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碧丝氨基酸活力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7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恒生密码净颜细致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7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牛奶珍珠嫩肤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牛奶珍珠嫩肤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牛奶珍珠嫩肤透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麗寇净澈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8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麗寇净澈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8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薄肌六胜肽紧致嫩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91 广州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宫廷草本精粹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92
广州市宏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河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0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肌源保湿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0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利河珀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胶原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胶原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胶原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葡萄柚补水保湿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葡萄柚补水保湿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葡萄柚补水保湿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玻尿酸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儿清爽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22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清爽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22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百丽红糖莹亮蛋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2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源深海盐护色护发顺滑乳（可喷焗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1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肌密匙 活性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3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百丽花蜜衡肤拉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电动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电动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电动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能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能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能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3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季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6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龄康苗家金方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67
广州华健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利河珀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玫瑰水润保湿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玫瑰水润保湿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玫瑰水润保湿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如玉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5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明星多效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76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水漾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花懿嬛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懿嬛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天传奇修护膜+天天传奇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196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芙雪多肽烟酰胺弹润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206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速可祛痘修护冻干粉组合-达速可祛
痘修护冻干粉+达速可祛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32 广州海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韫 祛痘清颜冻干粉组合-清颜冻干粉
+祛痘清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37 广州缘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琳娜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38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蛮腰-颜如玉瓷肌组合瓷肌玉润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0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野玫瑰精
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1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活氧能量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2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3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柔润静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4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水合安瓿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5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珀堂水肌源水合套组水肌源美肌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46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水动力补水套--水动力保湿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5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SGEM瓷肌焕颜套-瓷肌透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54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BASGEM瓷肌焕颜套-瓷肌透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55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楠伊丝袜诱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77 瑞隆（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DILEFEI笛乐妃凡士林草莓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9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EFEI笛乐妃凡士林胡萝卜素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39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ZWDODO柔雾丝绒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14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柔色迷雾浓情哑光丝绒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1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LSALAND魔法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1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红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2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花羽焕采亮妍套-焕采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6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胶原寡肽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胶原寡肽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胶原寡肽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新创
女灵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4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NATURAL自然束贵妃套装-贵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4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哑光口红（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0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贵妃套装-贵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0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0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0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8
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8
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8
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1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1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01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1
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1
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魅彩香榭天鹅绒口红（SD11
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轻盈柔雾哑光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贵妃套装-贵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花羽至臻修护套-至臻修护安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7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瑞妮雅花语颈部套-花语颈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多肽美肌冻干粉套盒-亮颜修
护冻干粉+多肽亮颜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7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祛痘安肤套-净痘修护冻干粉+植
萃祛痘清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80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祛痘安肤套-祛痘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81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晶透焕颜套-密集修护润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82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野色一支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84 广州市野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VZVZ星耀之心丝绒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486 广州黛悦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4枫叶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4枫叶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4枫叶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7复古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7复古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7复古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6红茶拿铁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6红茶拿铁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6红茶拿铁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LINGLI轻彩口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3蜜柚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3蜜柚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3蜜柚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4淘气
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3百搭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0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绯花羽臻致紧肤套-臻致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13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臻致紧肤套-紧肤弹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14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至臻修护套-多肽修护冻干粉+多
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15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蚕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蚕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套 蚕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罗木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罗木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罗木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漫歌 密肌赋活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芯冉欣蕴净化养护套-净化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5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舒畅护理套-舒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6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舒畅护理套-舒畅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7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平衡修护套-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8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净化养护套-净化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39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平衡修护套-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0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舒畅护理套-舒畅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1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平衡修护套-平衡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2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柔感纯色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1摩卡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1摩卡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1摩卡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4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5烈焰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5烈焰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5烈焰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1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2奶油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2奶油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肌点魔镜精油口红#02奶油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源婴爱沁莲养护套-沁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5迷人
妆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魅芝兰七彩麋鹿丝绒情调丝雾口红304#
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3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qiuse秋色娇艳俏唇不沾杯口红806热门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绮雯密罗木水盈臻养套-密罗木水盈臻
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75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绮雯密罗木水盈臻养套-密罗木水盈馨
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76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御兰汀焕颜深层修护眼部套装—活力焕
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77
广州市御兰汀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御兰汀焕颜深层修护眼部套装—凝时紧
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78
广州市御兰汀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绮雯密罗木水盈臻养套-密罗木水盈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79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绮雯密罗木水盈臻养套-密罗木水盈弹
力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80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维妮婷多维甄妍精华套盒-多维甄妍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81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维生素B5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8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IZHITANG舒刷蛋蛋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98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茉丽蔻轻雾隔离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599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奶茶系丝滑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0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美界臻颜水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12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妮婷多维甄妍精华套盒-多维甄妍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1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多维甄妍精华套盒-多维甄妍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19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妮婷多维甄妍精华套盒-多维甄妍精
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20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ENPTRGOX水光靓颜净肤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22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24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凝肌沁透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2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观乳糖酸+虾青素+富勒烯美颜精华三
部曲-绮观乳糖酸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37
广州市上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鸿之美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49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美眸眼部套-风采冻干粉+风采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56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鸿之美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57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6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修护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6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透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6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4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rpa自然造型细眉笔 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6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ROUSIYU水份蛋白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水份蛋白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水份蛋白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7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EURER轻肌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79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维生素B5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彬颜堂雪莲颐养修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彬颜堂雪莲颐养修护套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彬颜堂雪莲颐养修护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8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维生素C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69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TIYAFEIER 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02 广州新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莱亚深海鱼子精华滋养留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03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自然造型细眉笔 灰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05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丽妮清纯滋润唇膏(11号圣水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06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丽妮清纯滋润唇膏(12号莓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08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婷娜蜂蜜滋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21 广州娜味商贸有限公司
羽婷娜温感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24 广州娜味商贸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2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TTI.K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36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妍美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妍美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妍美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嫩肤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嫩肤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嫩肤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沃泰尔妍美水光嫩肤套水光妍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晶透润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光感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透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烟酰胺水感透亮保湿套装-烟酰
胺水感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新创
女晶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5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圣丹娜 电动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电动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电动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Eh迷迭香水动力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2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Eh烟酰胺多效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5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沃纯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缇娜清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67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碧可思烟酰胺花青素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1 广州碧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电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电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电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泊澜 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7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IOIN海净润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海净润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海净润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梵皙净颜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80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真爱密码生物净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83 广州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8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8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8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无患子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9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弹
润紧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9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弹
润紧致密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79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紧
颜滋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0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三合一持妆多效随心造型眉笔01
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0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三合一持妆多效随心造型眉笔03
深空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0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自然造型细眉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0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涂绘轻
描持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2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水解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水解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水解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梵皙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15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冻龄壹号维生素B5养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川昊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六色日光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3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臻颜保湿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37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崇羊毛脂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41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VETEMENTS光影游戏眼影盘 CHERRY樱桃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57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VETEMENTS光影游戏眼影盘 COOL BROWN
冷棕大地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58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ZD 幻彩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64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VETEMENTS光影游戏眼影盘 TWILIGHT暮
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66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肤美桐柚子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69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G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7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GLI轻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8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 梦幻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 梦幻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 梦幻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G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789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K4516N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0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KGS74炫彩蓝)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K4515N雾霾蓝)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090深草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257微闪银)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235粉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沐浴露（薄荷葡萄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沐浴露（薄荷葡萄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沐浴露（薄荷葡萄柚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沃纯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扬立体单色高光粉 H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3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立体单色高光粉 H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3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立体单色高光粉 H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3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立体单色高光粉 H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3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立体单色高光粉 H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4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情香一族流金电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51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5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5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美肌尊享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5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玻尿酸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57 广州欧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水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7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水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7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水润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7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东南燕窝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85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VAN.翠叶芦荟深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89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回眸素生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91
广州绿光森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氨基酸温和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氨基酸温和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氨基酸温和洁净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799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海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海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海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小分子玻尿酸水感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8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美透明质酸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透明质酸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美透明质酸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0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萝莉缇娜微晶胶原焕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13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21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玻尿酸水库保湿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玻尿酸水库保湿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玻尿酸水库保湿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Eh石墨烯活肤盈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30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32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玻尿酸水感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33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皮肤管理面膜-石墨烯净颜小
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37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多维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多维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多维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多维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kiss芦荟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ckiss芦荟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ckiss芦荟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47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EEUM束一美一抹亮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UEEUM束一美一抹亮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UEEUM束一美一抹亮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JIAYAN净加颜透明质酸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果多肽补水细滑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多肽补水细滑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多肽补水细滑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炜凯 纤连蛋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6 广州金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皮肤管理面膜-烟酰胺轻氧安
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7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皮肤管理面膜-玫瑰花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58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皮肤管理面膜-蜂蜜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60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西北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71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夏之爽肤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76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ROUSIYU无硅油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9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无硅油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9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无硅油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9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琪迹QIJI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09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0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胶原弹力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胶原弹力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胶原弹力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汝植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11 广州梦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 姜艾·生姜养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14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nax炫色魅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17 广州德汇贸易有限公司



古养荟 头养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20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秋之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2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肤肌妮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45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烟酰胺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4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61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港辉沉香健发养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港辉沉香健发养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港辉沉香健发养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6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三元康养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75 广州梓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微雕易画点睛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83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又一村睛彩美瞳立体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86
广州贝玲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缇萱YOUTIXUAN植物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92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丝柔防水眼线胶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93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三段式眉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19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barpa自然造型细眉笔 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0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知美源臻艾康美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03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6789 深遂迷人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0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八角形红宝石顺滑明晰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0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眉清目秀炫彩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0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控油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1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控油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1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控油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12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佧眼部舒缓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19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尔美琳极润优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极润优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极润优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极润优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2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氨基酸发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氨基酸发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氨基酸发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3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曦VOOX持久造型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40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阿莲秀·浪漫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47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香集活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50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ck Shine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lack Shine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lack Shine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特深海鱼子精华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61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牛油果轻盈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牛油果轻盈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牛油果轻盈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热卖小铺轻盈提亮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69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CKV佰草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72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樺蒂 粉刺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77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SISO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ISO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ISO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8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依芙曼 粉刺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96 广州市天河盛欣隆贸易部

千绯黑珍珠瓷肌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97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芬氨基酸净透衡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298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缇娜富勒烯时光美肌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06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千竹丽颜  雾色绒情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10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三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22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la温变唇釉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温变唇釉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ila温变唇釉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春之玫瑰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4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享焕新樱花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樱花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樱花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修护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4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修护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4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修护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40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生物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生物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生物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生物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AN.翠叶芦荟清透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4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冬之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5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青丝水养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皇家玫瑰青春密码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57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艾云迪浪漫邂逅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5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CUANME皙泉美花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7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妙雪玫瑰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玫瑰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玫瑰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嫩滑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贝诗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花香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貂蝉小姐海盐流沙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貂蝉小姐海盐流沙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貂蝉小姐海盐流沙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7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自然束秀发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8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燕窝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8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养荟 头养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85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AN.翠叶芦荟清透舒缓水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88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芭美森净颜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妮薇儿百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3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缇娜清颜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0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百合沁透盈亮玉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2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养荟 头养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3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原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原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原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原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美人绿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09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红景天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10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养荟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14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傒雅斐光彩丝滑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15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腊菊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16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妤婕水感莹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17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AN.翠叶芦荟清透舒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0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NVAN皇家玫瑰青春密码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NVAN皇家玫瑰青春密码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4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NVAN皇家玫瑰青春密码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5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芦荟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芦荟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芦荟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2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晶莹倍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1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肌因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肌因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肌因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肌因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养慕斯寡肽赋活抗皱亮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6
广州柏悦健康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纤养慕斯寡肽赋活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7
广州柏悦健康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优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优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优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尔美琳玻尿酸补水优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3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啫喱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啫喱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啫喱4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放美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41 广州雯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植物强根润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4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5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5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5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沁爽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沁爽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沁爽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焱燕窝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4 广州颜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莜娮轻透凉保湿水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7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轻盈幻彩四宫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68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gIC定妆散粉1#NO-COLOR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7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7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心美亮颜幼肤冻干粉+亮颜幼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86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8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8#)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0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铁皮石斛紧致美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0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6#)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05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5#)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0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7#)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1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涂行云
魅黑塑形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22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云雾薄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23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 幻彩轻盈四宫格定妆蜜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2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 幻彩轻盈四宫格定妆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2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三色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28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ryoo四宫格轻盈柔焦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3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3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34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4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4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清润洗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4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Sir烟酰胺透肌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Sir烟酰胺透肌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Sir烟酰胺透肌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滋养乳+颐元草方腿部滋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滋养乳+颐元草方腿部滋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滋养乳+颐元草方腿部滋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玥 清爽洗发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清爽洗发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清爽洗发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滋润健发液（强根健发）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滋润健发液（强根健发）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玥 滋润健发液（强根健发）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5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花蜜青春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6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玻尿酸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青不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70
广州小咪小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妮美净化清透柔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76 广州诗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芽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芽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芽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精粹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58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惜24小时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05 广州休一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芭美森净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0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ORHéAL薄荷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薄荷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薄荷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滴柔软黄金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18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缇娜富勒烯时光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24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魅丽卡丝养发补水柔立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48
广州洛魅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5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5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烟酰胺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5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Aboner愛貝濃水光晚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59 广州参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氨基酸洁净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6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黑灵芝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68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曼莉小苍兰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74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水肌靓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77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缇娜莹润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78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水浪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48691 广州馨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尚美品燕窝淘米水柔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01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迷迭香水动力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03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0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0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04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植萃润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Eh迷迭香水动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11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1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如玉水解胶原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19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2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24k黄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26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ZUCO竹雀水润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28
百雀灵（广州）生物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30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水漾莹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33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度倾城 三型多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3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奢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4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过 24k黄金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49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9#)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石墨烯复颜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2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h皇室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7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cerola &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5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6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风吟马鞭草酮迷迭香马迷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73
广州魅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莲秀·浪漫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79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87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凯缇娜富勒烯时光美肌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92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RISeKON 富硒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93
广州市瑞硒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沃纯牛油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牛油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牛油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7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黄金肽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04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缇娜莹润美肌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06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贝芙语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08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A活氧净润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1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奢宠时光紧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12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养堂 姜艾舒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813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精粹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养源精华乳+颐元草方养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养源精华乳+颐元草方养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养源精华乳+颐元草方养源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润养精华乳+颐元草方腿
部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润养精华乳+颐元草方腿
部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润养精华乳+颐元草方腿
部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精华乳+颐元草方腿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精华乳+颐元草方腿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腿部精华乳+颐元草方腿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佰卉妍草本植物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34
广州兰贵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三生风荷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35
蓝丰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Eh烟酰胺多效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44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Dulenbe 杜兰博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 杜兰博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 杜兰博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5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YCOLORTEMPTATION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58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h参动力焕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1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植萃茉莉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琅玉本草多效修护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欧仙妮复原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5 广州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净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7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肌如玉凝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8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6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芙瑞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1 广州辰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 干枯秀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3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兰度抗皱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抗皱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抗皱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8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瑞梵皙臻颜赋活晶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91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No Brand To Me十二本草足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9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法迪娜香芬营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95 广州法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不玻尿酸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8998
广州小咪小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妤十二本草足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01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1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1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1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缇娜清颜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20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WXDRA HOLD MUD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RED GARNE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RED GARNE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RED GARNE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精华弹力眼霜（升级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7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颐天颜水合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49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精粹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05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欧诺弥亚马鞭草酮迷迭香马迷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05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时光透皙原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13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1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熙皙时光透皙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21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角鲨烷眼部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角鲨烷眼部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角鲨烷眼部舒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皙时光透皙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24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STRAW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STRAW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STRAWBERRY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nelan烟酰胺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36 广州鲁粤科技有限公司
卡偌诗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偌诗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偌诗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精灵润颜嫩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美森净颜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4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焱燕窝精华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51 广州颜焱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5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5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斯丽臻萃紧致尊享套-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5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赋活舒缓修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59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Krento 美丽邂逅修护香水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69
广州罗曼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芙泉壳聚糖盈润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壳聚糖盈润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壳聚糖盈润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78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澜柏肌肽水合赋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80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富勒烯紧致多效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84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美行家火龍晶纯 抗皱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85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美行家润肤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86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190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海藻植萃颜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海藻植萃颜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海藻植萃颜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香丽尔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
生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FOOSKIN芙柯水润光泽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09 广东大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妍氏安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18
瓷妍氏瓷颜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

5°VEEDEE燕窝沁润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19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约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2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月植物菁萃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26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欣视界水蛭素石墨烯明眸舒缓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29
广东科美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岚杰夫舒爽男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32
广州市华氏芳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UAXIN华莘蜜桃粉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34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正元青 植萃能量健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37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 丝绒物语娇颜BB胭脂(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44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XIN华莘蜜桃粉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47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WUNSHER草本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IWUNSHER草本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IWUNSHER草本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一何丽臻萃嫩滑水漾透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63 广州一何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伯来男士控油祛痘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65 广州亿涵贸易有限公司
伊芝清伊芝清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6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PPERAZZI 芷菲猫格格春色满园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70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可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7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美娜纤长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91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9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雯西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299 广州雯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儿童柔润洗发沐浴露2合1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儿童柔润洗发沐浴露2合1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熊儿童柔润洗发沐浴露2合1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1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  草本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过 石墨烯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21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護芳閣Hu Fang Ge植物养发护发粉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23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傒雅斐美肌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1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养荟 头养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2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Aloe & 
Green Tea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365 MASTER BLENDING 
Facial Cleansing Cream Lemon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丝贝朗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3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薇曼莉三号皇后·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45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4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喷喷顺免洗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51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妮泉透明质酸补水柔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69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MOEGEL甲油胶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3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益力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益力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益力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ZUCO竹雀依克多因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7
百雀灵（广州）生物科技服
务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奢宠时光紧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8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曼莉绿茶流沙·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79 广州万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养荟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82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85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养赋养焕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1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RICH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RICH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RICH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顺养温养固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3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养赋养焕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7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养温养固源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8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养温养固源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399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0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霜丽美小艾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12 广州卓氏贸易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1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1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1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水光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22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颐天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42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瀾熙洋甘菊舒缓修复水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4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温妮泉透明质酸补水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47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Hjaren丝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丝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jaren丝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5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丑嫂巨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59
佰草世家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護芳閣Hu Fang Ge植物养发护发粉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69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GHT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GHT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GHT FACIAL CLEANSING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荟仙芝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澄鲜烟酰胺原液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80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诗曼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8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急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49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Eh震动沁透妙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01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YILIBES小七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0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迷迭香水动力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07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Eh烟酰胺多效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08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Eh参动力焕颜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14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三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1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OmTatSat 眼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22 广州非二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马迷纯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2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清蓝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2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TIMES氨基酸头皮护理滋润润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31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柏兰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LOVER SUPER EYE REVIVING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UPER EYE REVIVING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UPER EYE REVIVING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UPER EYE REVIVING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弹
润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6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弹
润紧致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6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原粒致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7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原粒致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7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原粒致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7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绵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81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RFR赋颜修护奢养面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82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驻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8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vy漾肌沁爽手霜（洋甘菊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1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colovy漾肌温润手霜（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澄鲜氨基酸原液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4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vy漾肌温润手霜（水蜜桃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49597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美初水嫩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初水嫩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初水嫩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初玫瑰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初玫瑰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初玫瑰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vy漾肌温润手霜（乳木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0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NSK 金钻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0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EYELASH & BR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EYELASH & BR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EYELASH & BR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EYELASH & BR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乳糖酸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18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BEAU-PROHyaluronic Acid？Pearl Ge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AU-PROHyaluronic Acid？Pearl Ge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AU-PROHyaluronic Acid？Pearl Ge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AU-PROHyaluronic Acid？Pearl Gel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燃发透明保湿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28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旺嘉颐和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3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靓琪草本焕颜修护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罗缇燕窝滋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罗缇人参冻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丽莎娇润嫩肤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8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颐天颜眼部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49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素婷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凯丝绮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活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5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素婷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護芳閣Hu Fang Ge植物养发护发粉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60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GE韩阁舒纹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63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真熙 ZXI冰河醣蛋白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65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元果牛油果补水提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牛油果补水提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牛油果补水提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黛焕颜平衡调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76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烟酰胺多效美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81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颐天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8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畲艾堂美肌亮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8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凰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95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9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9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69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泊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冻干粉+纤连
蛋白舒缓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01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Eh参动力焕颜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04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畲艾堂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0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Eh参动力焕颜活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09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朗诗曼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1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美佑上颐天颜眼部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1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h多肽润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15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Eh参动力焕颜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16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Eh玫瑰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19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TaiFuQuan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20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汤姆逊姜暖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22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森林小熊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24 广州欧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花仙子水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25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鸥莎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36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哺源皇后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哺源皇后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哺源皇后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特润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44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科普琳科普琳韵通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5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汤姆逊姜暖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60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箐肤颜富勒烯紧润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6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富勒烯紧润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6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富勒烯紧润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6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WX梦幻幽莲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71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汤姆逊乳木果芦荟护手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3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朗诗曼净化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RETINO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RETINO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RETINO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RETINOL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佐澜柏颐天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79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贞檬玻尿酸深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0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玻尿酸深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0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玻尿酸深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0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10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綵薇堂 sunnyweyoung 腊梅纯露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13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日颜美 Reskinme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0 广州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2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美界胶原多肽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3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温妮泉透明质酸补水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4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颐天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5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草道姜黄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1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37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4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4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e Vea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e Vea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e Vea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e Vea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2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4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3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5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美婍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咖啡丝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MU合肽紧致尊享套-合肽冻干粉+合肽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碧丝氨基酸活力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68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束丝柔香润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7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XWX薰衣草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74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章子一族春回大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7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春回大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7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 悦活弹润亲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84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妮泉透明质酸补水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85 广州温妮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颐天颜水合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8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urovmy骨胶原弹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9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4 粤G妆网备字201924989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之韵绰约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07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水光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水光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水光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木本草臻萃美肤套-臻萃美肤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25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型计划 蓬松粉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31 广州市冰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金致水嫩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金致水嫩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金致水嫩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丝柔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4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OIN泽颜沁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泽颜沁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泽颜沁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裴洛能量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49
广州雅裴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若瑞斯山茶花修护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若瑞斯山茶花修护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若瑞斯山茶花修护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 & Honor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6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丝梦 珍珠润颜持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70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金刚通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76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葲液态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恋妮轻盈亮润养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49997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0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金缕梅细致毛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04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LEAS多效修护小分子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0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多效修护小分子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07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津花美秀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11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urovmy水漾冰藻补湿露（清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13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优钻蜗牛芯生唤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1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GUIMEITANG深层清洁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16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笛乐妃时空焕活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2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水漾玫瑰花卉水（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21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Moelazaar氨基酸柔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24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hai韩海抗衰柔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29 广州玺之泉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熊果苷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30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植萃修护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3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渼熙妍渼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38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丽缇轻盈沁透精华美肌气垫霜21#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4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丽缇轻盈沁透精华美肌气垫霜23#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4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肤儿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4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WX芦荟营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48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珈美清透净排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5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梵妮水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78
广州市瑞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迪丽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迪丽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迪丽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6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8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茵精油香氛沐浴乳(水润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1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精油香氛沐浴乳(水润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1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茵精油香氛沐浴乳(水润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1
广州市宝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8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2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光采水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7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P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009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P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0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末町彩绘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1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一温和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2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琅玉本草玫瑰纯露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P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4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P04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5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P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B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7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B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8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B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1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B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0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B04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1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9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2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0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1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5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瑟净颜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27
广州市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美吖多效补水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3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ZUYA 祖娅 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4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ZUYA 祖娅 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4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ZUYA 祖娅 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4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2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51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6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趣净能量保湿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趣净能量保湿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趣净能量保湿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1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9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EIKOM富勒烯紧致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192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诗靓肤滋养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靓肤滋养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靓肤滋养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1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MEITANG臻颜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19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香法拉贵族香水滋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20 广州黛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箐肤颜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3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3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3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YZOYA 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35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养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养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养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飞翘密集多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4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4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3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45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59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一王妃焕肤冻干粉+第一王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68
广州第一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尔蔓雪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雪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雪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神经酰胺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2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童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童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童颜活力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4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玻尿酸保湿润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75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铭丽缤纷魅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81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娜定型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86 广州澳梵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箐肤颜紧润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紧润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紧润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玉颈紧致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溪言氨基酸净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4 广州溪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MMEIKOM植物多肽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7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雕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0299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黑玫瑰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00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06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健安臣滋润水感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08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2#阿
玛尼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09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3#朱
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10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HANE SUNNY显色雾面慕斯唇釉（5#烂
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12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irstsun vitami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19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Firstsun tea tre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23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5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2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6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27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17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0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盈润臻致唇膏
Dubonnet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HANGTON香格顿盈润臻致唇膏Orange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桐言记牛油果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牛油果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牛油果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40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EFEI笛乐妃凡士林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4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尚姿驻颜紧致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42
广州市颜姬坊生物科技咨询
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弹力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47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皮那点事葡萄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56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柔滑顺畅自然眉笔  503#奶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7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三合一眉刷眉粉眉笔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7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芊语蔻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88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BINMEI缤美水润惊艳丰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93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澜柏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394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姿名匠烟酰胺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2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润泽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润泽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润泽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美婍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复活草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泊澜蛇毒肽逆龄焕颜冻干粉+蛇毒肽
逆龄焕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20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多肽臻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27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Firstsun Nail pencil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28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casto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30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10ml fungal nail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31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Hair care  liq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32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Eyelash growth castor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1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Nail pen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2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lip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3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Breast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4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Tooth whitening pen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5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Men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6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Retinol stock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7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Vc concentrate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8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Hemp seed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49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0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1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removal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2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growth inhibit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3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Coconut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4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Hair suppresso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5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BB whiten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6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suppresso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7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PANSLY Beard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8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Rose hip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59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Hemp seed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60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舒蕾雅舒蕾活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73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小芈 SERRMII邂逅丰润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7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多肽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8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媞纳斯紧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8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4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美界胶原蛋白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00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11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韩过  24k黄金原液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13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法蔓婷 寡肽舒缓新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50 广州医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兰雅二裂酵母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63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瓷人瓷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家瓷人瓷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家瓷人瓷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水莫兰氨基酸烟酰胺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79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轻感艺术大师粉底霜35#匀净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2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姿雅植物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植物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植物暖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箐肤颜蛇毒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蛇毒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蛇毒肽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离子透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离子透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离子透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8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oftto乳木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9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 六胜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9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乳木果角鲨烷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96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VE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97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玻尿酸B5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59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白金锁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3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榭慕柔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4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榭慕柔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4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榭慕柔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4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球首乌藤姜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42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蔓婷  玻尿酸沁润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46 广州医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蔓俪颜纤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蔓俪颜纤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蔓俪颜纤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II精粹修护护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54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莫兰烟酰胺美肤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59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IRISFANIDEZ富勒烯多肽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63 广州市诗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De Riaz 德瑞姿保湿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66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 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6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 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7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7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颜光水润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74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 高山狭叶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7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氨基酸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荟语肌肤仙人掌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语肌肤仙人掌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语肌肤仙人掌雪肌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臣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5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臣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5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酵母净透丝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酵母净透丝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酵母净透丝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KONE轻感艺术大师粉底霜25#自然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88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姿蝶洋甘菊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92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侈俪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94 广州珂姬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899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多肽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03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梦芊美珍珠光感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0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榭慕柔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0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榭慕柔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0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榭慕柔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0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亮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15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16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鎏金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23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2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多肽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29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MEI LI ZHI SHE美丽之奢生物活性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32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丽妍多肽臻颜套多肽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34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固尊宝魅臀养护御养套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魅臀养护御养套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魅臀养护御养套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3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舒缓活力御养套舒缓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4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舒缓活力御养套舒缓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4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舒缓活力御养套舒缓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4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VANILLA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VANILLA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 BI LIP BALM VANILLA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源泉养护御养套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5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ydrogel gold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hydrogel gold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hydrogel gold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箐肤颜水漾离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离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离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源堂 净化清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76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绯丽克斯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8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瑞妮雅 丝滑柔嫩手部套-丝滑柔嫩按
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8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丝滑柔嫩手部套-丝滑柔嫩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8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8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8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DYL美的玉兰玫瑰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玫瑰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DYL美的玉兰玫瑰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罗莎 植物精油（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099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纤悦诗亮颜肌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01
广州风清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een lab little缤纷水性指甲油 宝
石蓝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18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微肽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23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浩轩娃娃清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2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清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2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清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2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3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3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3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研蓝铜胜肽御龄紧致套-多肽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35
广州星美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浩轩娃娃透明质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透明质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娃娃透明质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to'T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2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海洋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3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4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47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51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57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58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to'T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0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月瑤堂 润养套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瑤堂 润养套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瑤堂 润养套 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68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0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to'T洋甘菊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1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奥姬雪AOGIESNOW烟酰胺水润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2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胎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14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熊果苷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15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梵态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38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 - 梵态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39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梵态净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0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梵态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1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梵态净妍复合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2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态新生美肤组-梵态净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3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HA轻透水氧套组-透明质
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6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HA轻透水氧套组-水氧冰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7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CNRS虞美姬姜艾养护组盒-姜艾身体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4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虞美姬姜艾养护组盒-姜艾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奢养水光赋活套组-酒多
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YCNRS虞美姬姜艾养护组盒-姜艾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6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 控油祛痘组合套-康丽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婳褐彩植萃套褐彩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6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市公主美颜线雕逆龄套盒-黄金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79 广州永婷商贸有限公司

都市公主美颜线雕逆龄套盒-逆龄精华
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1 广州永婷商贸有限公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深层修护舒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深层修护舒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深层修护舒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修护舒润冻干粉+神经酰胺修护
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修护舒润冻干粉+神经酰胺修护
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莱美神经酰胺肌源修护舒润套装-神
经酰胺修护舒润冻干粉+神经酰胺修护
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闭羞
花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4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新创
女耀目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5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科博颜青春长 ●灵动超凡红妆套新创
女真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6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迪菲秀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89 广州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星空净化靓肤套-白金肌透水光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9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星空净化靓肤套-水光肌透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9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星空净化靓肤套-孔雀石净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19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水漾倍润丝滑套-奇幻光感素颜
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1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水漾倍润丝滑套-奇幻光感素颜
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1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水漾倍润丝滑套-奇幻光感素颜
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1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友媄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19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瓷肌美白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
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瓷肌美白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
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瓷肌美白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
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友媄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6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祛斑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垫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9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祛斑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垫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9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祛斑套盒-奇幻光感素颜气垫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29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本花草背部平衡套-草本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30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友媄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45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塑颜多肽修护套-塑颜多肽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46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益康草本养护套盒-多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姬雪AOGIESNOW烟酰胺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7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8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5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61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肌氨酸冷敷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74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美 温暖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7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7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华油（水舞
樱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8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 亮肤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84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凡高 香薰深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8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 香薰深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8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简美 滋养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89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亮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93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云活力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活力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活力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29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靚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靚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靚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NATURAL自然束VC焕亮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1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烟酰胺植萃保湿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烟酰胺植萃保湿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烟酰胺植萃保湿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颜光紧致滋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25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光舒缓保湿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33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绵羊油倍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36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AS 生育酚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生育酚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生育酚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3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肌倩温泉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46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奕媄蝶恋清肌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57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凝珠水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vmy臻皙清润幼嫩冰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7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3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MRS . JD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0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芊美维生素C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2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颐元草方舒畅精华乳+颐元草方舒畅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舒畅精华乳+颐元草方舒畅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元草方舒畅精华乳+颐元草方舒畅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蔓薇薇恋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42 广州妍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4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52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朵富勒烯氨基酸丝滑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53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澡王世家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499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500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GLI轻彩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5155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NGMEISU匠美塑生物酵素水光透亮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560
广州匠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6 粤G妆网备字201925156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156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EPA FROM Bnne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原著洋甘菊三肽润颜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2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欧美佳 Vo8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2
广州市伊丽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丽雅净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4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黛梅YUANDAIMEI温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温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温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凯色星魅美颜隔离妆前乳 #101 极光白
（微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3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肌透小球藻酵素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4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肌透小球藻酵素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49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L07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51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 净莹柔肤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6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非生物肽活力嫩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672 广州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片花开白金级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09 广州沐琉璃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华水（奇焕
摩洛哥）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1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晴紧致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13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美界蚕丝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15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非赋活抗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20 广州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2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2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2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雨微浪漫经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41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华水（5重
花萃）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4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MEMOIR梦美尔植萃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45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6#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4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蓝丝乳葆乳葆植物动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62
广州蓝丝乳葆投资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梦克拉晶钻焕颜修护冻干膜-晶钻蓝藻
冻干膜+晶钻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83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乳木果精华嫩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78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OYITANG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OYITANG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BOYITANG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芊雅平衡美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芊雅平衡美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芊雅平衡美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竹臻颜靓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06 广州御蔓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乳木果丝滑滋润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2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3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玻尿酸肌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40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瑞蓝光修护舒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46
碧瑞（广州）健康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時悅桐顏石墨烯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悅桐顏石墨烯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悅桐顏石墨烯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动感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动感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动感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貂蝉小姐流沙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貂蝉小姐流沙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貂蝉小姐流沙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华莘活氧酵素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66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ZUOFUN舞女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舞女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舞女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子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4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妃雪儿御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5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视盾康睛植萃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187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门引力肌底之源水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肌底之源水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肌底之源水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vmy水漾参萃爽肤水（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7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补水修护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补水修护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水漾补水修护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T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3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IME丽姿美神经酰胺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42
广州创美金谷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T04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4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枝奢宠净颜修护冻干粉+溶解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69 广州懿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te No 9 烟酰胺焕亮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70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烟酰胺焕颜奢宠双管隔离BB霜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81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眼部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199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蔓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00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翼玻尿酸深层锁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09 广州安埠贸易有限公司
钰翎活性多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32 广州镭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膜谷水解胶原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水解胶原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水解胶原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禾婌颜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4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春美莹润靓肤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莹润靓肤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莹润靓肤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曦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6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千姿蝶薰衣草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7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玫瑰精油复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8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聆歌焕颜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90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h血橙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95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锦似华臭臭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98 广州众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锦似华弹弹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099 广州众启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多肽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00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胤影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蛋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聆歌柔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03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T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3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姿蝶玫瑰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T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6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寡肽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洗发水（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固尊宝 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 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 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盈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2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奇膜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多肽保湿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8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膜谷薰衣草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薰衣草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薰衣草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爱家缘净澈修护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膜谷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膜谷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II圣颜约会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70 广州圣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缘芙植物氨基酸蛋白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72 广州缘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 赋活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74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MRS.JD多重优化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7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欧丽莎草本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欧丽莎草本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欧丽莎草本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东芳溪谷香氛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87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肌如玉炉甘石植萃沁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88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XI清透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93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魅族燕麦多效修护溶媒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195 广州敏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禾皙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02 广州泓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之月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06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JD多重优化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0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卜算子赋活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10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水润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14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 Halo富勒烯花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18
广州大宏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卜算子赋活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19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卜算子山茶籽蛋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23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Eh小蘑菇持妆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25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ZUOFUN时尚大红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时尚大红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时尚大红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竹臻颜靓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34 广州御蔓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翠园富勒烯逆龄紧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植翠园富勒烯逆龄紧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植翠园富勒烯逆龄紧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百颐通清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50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颐通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59 广州酷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欧丽莎草本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欧丽莎草本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欧丽莎草本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曲曼非凡紧肤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6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蜜诗修护滋养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72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Eurovmy水漾清新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79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粒麦肌肽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84 广州永日畅贸易有限公司
卡度纱牛油果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8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深不知处补水1号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89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MRS.JD多重优化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9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E SAGE 梵上类蛇毒A醇立体紧致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 SAGE 梵上类蛇毒A醇立体紧致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E SAGE 梵上类蛇毒A醇立体紧致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白裙清香沁雅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29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YAJICUN雅肌村雅肌补水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00 广州雅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多重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0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妮欧复活草修护舒颜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复活草修护舒颜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复活草修护舒颜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烟酰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14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宣谷烟酰胺莹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3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4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4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水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4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真御集幸福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御集胸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清盈补水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清盈补水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胎盘素清盈补水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多效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2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QRZEN嫩滑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3
广州思维空间品牌策划有限
公司

芬艳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5 广州熙熙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闪亮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6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子婷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7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草本植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御集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禾净颜透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86 广州泓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裊裊婷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89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贝尔多肽灌肤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90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御集温养固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御集通养润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3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亮采活力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13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真御集舒体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1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凯妮珂五彩滨纷盈润口红-深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1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凯妮珂五彩滨纷盈润口红-深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1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凯妮珂五彩滨纷盈润口红-深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1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26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逆龄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逆龄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逆龄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RS.JD多重优化深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悦宝莱奢享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5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3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瑞美妮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46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49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1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1温柔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1温柔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1温柔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4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2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2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2枫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3奢华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3奢华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3奢华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算子赋活修护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8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4红尘一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4红尘一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戀惜花丝绸之吻口红04红尘一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NUO熙曼诺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0 广州瑞初商贸有限公司

植春美 补水深润清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 补水深润清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春美 补水深润清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苏沙菲妮 双重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7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利河珀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河珀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御集产后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8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胭脂泪)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胭脂泪)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胭脂泪)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8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真御集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8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禾净颜益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1 广州泓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红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红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滋润丝绒口红(红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哑光丝绒口红(小幸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哑光丝绒口红(小幸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炫彩魅力哑光丝绒口红(小幸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之露 滋润保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49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花思蔻清润深透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2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清润深透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2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清润深透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2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清润深透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2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云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赞放美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09 广州雯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爆奶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10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4#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1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芊美缘红茶玫瑰花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17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禾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18 广州泓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NBUTY亲水俪颜 白芍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19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乌黑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乌黑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乌黑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元运 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运 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美缘红茶洛神花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34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之露 焕颜靓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3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芊美缘红茶紫草根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40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诗颜-水润保湿冻干粉+水润保湿溶解
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45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道黑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49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清堂莲子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清堂莲子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清堂莲子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绿岚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瑷源堂 活力康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55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6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自然之露 眼部活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6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御一堂御养舒缓草本精华液A1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82
广州百草敷美容养生有限公
司

云深不知处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95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半花半草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今巧閣山羊奶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59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深不知处迷情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01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天天传奇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18 广州文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形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2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诗颜-娇颜嫩肤冻干粉+娇颜嫩肤溶解
液+娇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31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集源活力焕颜紧实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43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初妍植白藜芦醇小分子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48
广东初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水秀草本植物养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653
广东智雅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CRIUS靓颜冻干粉+靓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48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RIUS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49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原液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5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莹滋泉 水莹活能系列 水莹活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60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滋养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滋养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粉水晶系列套盒-法戈滋养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植物按
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3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四重玻
尿酸水动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4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四重玻
尿酸水动力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5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四重玻
尿酸水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7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四重玻
尿酸水动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8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IS四重玻尿酸水动力组合-氨基酸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79
广州爱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DA 胶原蛋白重组套-人源动力精华液
+人源胶原肽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82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娜·丽姿羊胎素修护多肽冻干组合-
羊胎素修护多肽冻干粉+富勒烯弹嫩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789 广州康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塑颜多肽修护套-塑颜多肽修护美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11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露琪赋活青春美颜修护套-赋活青春
美颜修护冻干粉+赋活青春美颜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琪赋活青春美颜修护套-赋活青春
美颜修护冻干粉+赋活青春美颜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露琪赋活青春美颜修护套-赋活青春
美颜修护冻干粉+赋活青春美颜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拉美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19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美肤精萃套-美肤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20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臻亮净颜冻干粉套盒-维生素C冻
干粉+肌肽臻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23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綵薇堂臻亮净颜冻干粉套盒-奢宠植萃
冻干粉+奢宠植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24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綵薇堂焕颜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27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綵薇堂焕颜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紧致
冻干粉+多肽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美肤精萃套-花植萃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5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美肤精萃套-多效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37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多肽滋养修护套-多肽修护溶
酶+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0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鸿之美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1 广州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滋养修护套-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2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Vit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Vit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Vit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颜眼护精品套-抗皱修活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一婳双彩舒畅套褐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Dasi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Dasi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Dasi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Jud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Jud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Jud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Lil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Lil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Lily#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Mo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Mo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Mo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U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U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LOANE丝绒哑光雾面口红套盒U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肌蜜舒缓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 Halo富勒烯花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58
广州大宏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计划弹力芯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63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花羽祛痘安肤套-祛痘安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66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焕采亮妍套-焕采亮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68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花羽至臻修护套-至臻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69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享悦然多肽沁颜冻干粉套盒-多肽沁
颜粉+多肽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多肽沁颜冻干粉套盒-多肽沁
颜粉+多肽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多肽沁颜冻干粉套盒-多肽沁
颜粉+多肽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HBORZZI面如桃花修护套-能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79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h塑颜多肽修护套-塑颜多肽修护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0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云微冠烟酰胺冻干粉套装(烟酰胺冻干
粉+烟酰胺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舒缓滋养护理套-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蒲扑美妆  蒲扑冻龄修护焕颜套 焕颜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9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蒲扑美妆  蒲扑冻龄修护焕颜套 龙血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9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一本花草背部平衡套-背部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93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花草背部平衡套-背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894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丝滑柔嫩手部套-丝滑柔嫩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0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兰汀焕颜深层修护眼部套装—水润焕
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4
广州市御兰汀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 丝滑柔嫩手部套-丝滑柔嫩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悦诗积雪草焕颜亮肤套装-积雪草眼
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6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丝麦植物精粹逆龄套-植物精粹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7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麦植物精粹逆龄套-植物精粹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8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麦植物精粹逆龄套-植物精粹靓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19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20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免加
热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免加
热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辉砭先生通畅活力御养套免加
热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采微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3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采微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5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采微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39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花草肩颈舒缓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0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花草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1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科唯雅邦植葛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49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Queen Halo富勒烯花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1
广州大宏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瑷源堂 活力康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3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不玻尿酸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58
广州小咪小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oey power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63 广州洛凡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花柘修护舒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64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卜算子熊果苷蛋白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70 广州九天科技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光感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72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7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7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7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肌如玉贻贝糖原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91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倩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2995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ALODIA小麦蛋白营养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03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柏菲姿水娃娃多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菲姿水娃娃多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菲姿水娃娃多肽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GSG水润清透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06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EBENDOTIR清滢洁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17
广州丽垚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乔润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19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即美迷迭香植物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20
广州增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之韵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24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月植物菁萃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34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天子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35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GRAHAM 舒缓净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43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精萃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4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精萃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4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精萃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44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忆丝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46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珍卡秀润颜原生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58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卡秀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77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云深不知处补水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3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春堂臻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珍惜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珍惜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珍惜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8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颜美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0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计划弹力芯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2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S肌蜜轻盈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养荟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098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0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0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玻尿酸密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02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日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65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日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65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日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65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日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165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毛孔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3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紧致提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3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轩堂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37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美梵皙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43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薇洛纳米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1 广州美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7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59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怡坊紧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1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怡坊紧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1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怡坊紧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1 广州市科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兰度幻彩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幻彩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幻彩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珍卡秀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1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WANG赫王焕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焕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焕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梦幻诱惑裸妆会呼吸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通养润透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计划弹力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81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人香集臀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修护嫩肤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94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肩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2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维C亮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0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urovmy玫瑰积雪草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1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珍珠晶透妆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13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卡秀润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16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人香集幸福之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卡秀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30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千金山茶赋弹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34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爾草复活草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41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IURU谷胱甘肽亮肤冻干粉+谷胱甘肽冻
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42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章子一族荆棘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子一族荆棘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那多蓝铜胜肽玻尿酸蘑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52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妍竹臻颜靓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56 广州御蔓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三色造型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58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BINMEI缤美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63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75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梵季富勒烯幼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79
娇姿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素颜轻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8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AERBALA黛尔贝拉烈艳蓝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87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8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8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青春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8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欣玻尿酸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92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云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多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3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0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眼雕大师焕彩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12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云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1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1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1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悦宝莱烟酰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0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黛缘南洋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4 广州黛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 红墙叹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佰俪媛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WSIVZE鱼子酱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29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ueen Halo富勒烯花蜜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37
广州大宏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瓦席亚拉玫瑰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56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皙语24K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65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7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7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滋色清润补水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7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WANG赫王冰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冰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冰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法蒂曼冰肌玉颜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86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一品芳颜丝柔精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499
广州凡露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1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1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抗皱修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1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嘉旗JIAQI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17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兰雅多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18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森缇生姜原液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26 广州阳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5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5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5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珍卡秀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55
广州天然伊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蒂曼舒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59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小红匣虫草菁华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62 广州小红匣新零售有限公司

法蒂曼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67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LIANGLIXING靓丽星胶原蛋白水晶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72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76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欣魅姿魅丽臻柔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79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蒂曼极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81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真御集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8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黛梅YUANDAIMEI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缘黛梅YUANDAIMEI净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58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YANDAN言单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00 广州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莲秀·浪漫香氛丝滑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11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维生素活颜亮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19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语琴魅力经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24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幻彩单色眼影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3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诗曼朵富勒烯雪肌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45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梵香秘语平衡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50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香秘语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54
广州梵香秘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龙凤于飞口红之汉阳金凤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55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COLOUR FEEL龙凤于飞口红之瑗玉真龙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59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安恩良品草本舒和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6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悦宝莱富勒烯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63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四谛堂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64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津尔氏金缕梅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85 广州金缕梅贸易有限公司
FirstSun科熏玻尿酸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87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腹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03 广州万霖贸易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臻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04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目仙维他命滋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1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2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32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水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水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水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背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背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背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臻颜美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45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轻奢丝滑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47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2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思蔻美肌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美肌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美肌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美肌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滋养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滋养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滋养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SV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59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灵芝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0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茵臭臭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1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So女王美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灵芝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6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玉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玉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玉臂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寡肽美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目仙牛磺酸营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7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魔力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82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vmy水漾清新醒肤肌底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8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87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轩堂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0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聚轩堂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1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倾碧泉QINGBIQUAN 24k黄金原液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5 广州青朝商贸有限公司

宣谷氨基酸柔滑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MRS.JD多维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咖啡因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79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婴奇 婴儿护臀尿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00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青春秀丽淘米水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0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纤连蛋白能量
冻干粉+纤连蛋白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05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JGJ臻致丝光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0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圣维澳莎明眸亮采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1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GSHU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15
广州市梵祥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云微冠富勒烯童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1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冰肌亮颜冻干粉+
能量肽冰肌亮颜溶酶液+能量肽冰肌亮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冰肌亮颜冻干粉+
能量肽冰肌亮颜溶酶液+能量肽冰肌亮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冰肌亮颜冻干粉+
能量肽冰肌亮颜溶酶液+能量肽冰肌亮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綵薇堂sunnyweyoung檀香纯露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32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迪涂流云锁色防水眼线笔(酷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流云锁色防水眼线笔(酷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流云锁色防水眼线笔(酷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钻姿一次性白发遮盖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6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舒缓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舒缓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舒缓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彩儿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0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1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润滑嫩肤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思蔻活力亮彩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4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活力亮彩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4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活力亮彩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4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思蔻活力亮彩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4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5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TANT PRETTYβ-葡聚糖肌肽双效精
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63 广州小奢贸易有限公司

CJGJ臻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6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贝诗佳VC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6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冻干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6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炫眸精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酷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7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轩堂肌肽美颜紧致冻干粉+肌肽美颜
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2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蔓雅圣蒂 旱金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4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灰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灰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灵动柔芯双头眉笔(灰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ROUSIYU去屑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去屑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OROUSIYU去屑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8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娮炫黑速干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90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亮颜臻纯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亮颜臻纯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亮颜臻纯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9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凯色星魅美颜隔离妆前乳  #102  嫩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894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多肽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多肽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多肽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诗妍莹亮透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莹亮透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诗妍莹亮透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PYK护足霜柚子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25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科林 UKUCLEAN氨基酸清爽卸妆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26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兰度鱼子酱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鱼子酱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兰度鱼子酱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2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PYK护手霜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0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PYK护手霜椰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5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新舞男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新舞男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新舞男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侯鸸鹋雪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1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 红墙叹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2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薇薇儿焕颜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焕颜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焕颜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润颜肌密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样今生蓝精灵玻尿酸水光弹润浓缩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48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51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52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目仙玻尿酸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5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双效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59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肤理 三维立体美颜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1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ZUNYING钻耀媚眼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灵芝亮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5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三色沁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蜂蜜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蜂蜜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蜂蜜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底艾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7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默堂纤姿紧致按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纤姿紧致按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纤姿紧致按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温感乳木果保湿暖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7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No Brand To Me白百合润美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薇薇儿羽炫魅惑1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羽炫魅惑1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羽炫魅惑1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 细腻质地四色眼影 1#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元果烟酰胺光感透亮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烟酰胺光感透亮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烟酰胺光感透亮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95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vmy臻皙清润幼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9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盈瑟柠檬清爽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3998
广州市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细腻质地四色眼影 3#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暨美倾城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3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葵儿沙漠玫瑰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沙漠玫瑰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沙漠玫瑰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细腻质地四色眼影 4#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0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AMOROUS 
ALLO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AMOROUS 
ALLO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AMOROUS 
ALLO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明也亲水凝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TRY ME ON)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TRY ME ON)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TRY ME ON)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READY TO 
PART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READY TO 
PART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READY TO 
PART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nkLaboratory精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19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WINE TIM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WINE TIM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WINE TIM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LET’S ROL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LET’S ROL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LET’S ROL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ET PHYSICA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ET PHYSICA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ET PHYSICAL)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T’S ALL 
ABOUT SH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T’S ALL 
ABOUT SH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T’S ALL 
ABOUT SH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3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SPARKLING 
MO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SPARKLING 
MO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SPARKLING 
MO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RES B2UTY赫瑞丝钻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钻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钻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5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星光闪耀眼影盘02流萤耀烁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星光闪耀眼影盘01经典时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8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VJ烟酰胺保湿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59 广州奥勃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RAND GALAX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RAND GALAX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GRAND GALAXY)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HAVA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HAVA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HAVANA)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彩翻译缤纷炫彩眼影NO.9830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翻译缤纷炫彩眼影NO.9830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翻译缤纷炫彩眼影NO.9830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十六色彩虹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7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9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9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尼盖液体黄金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69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颜润活肽多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0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晋颜玉妮皙颜晶致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1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与安徒生童话曜彩眼影盘（雪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与安徒生童话曜彩眼影盘（荷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与安徒生童话曜彩眼影盘（贝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活源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7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菁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菁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菁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7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黄金多肽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8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RONNI贝露妮果汁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89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CTISKIN备长炭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9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翻译零感如羽幻彩腮红NO.9823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翻译零感如羽幻彩腮红NO.9823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翻译零感如羽幻彩腮红NO.9823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9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09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魅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04 广州协佳贸易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银钻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0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妍雅海洋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0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妍雅欢颜红酒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3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NC水漾丝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莹润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特深海鱼子精华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6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生物动力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欧凯莲富勒烯清滢护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20
广州金丽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菡詩修护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25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百搭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2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百搭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2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百搭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2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VOPRO沁光焕颜双管精华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3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丽妮清纯滋润唇膏(7号褐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50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米莉姿虞美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5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知姐姐  灵芝无水新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59
广州仙草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巾果麗颜 奢宠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62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直美原玫瑰量子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6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诺拉多肽玻尿酸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67
广州韩诺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晋颜玉妮雪润皙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74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缘丽多肽柔润冻干粉+多肽柔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193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采微亮颜焕采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05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茉莉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06
广州心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如梦深层嫩肤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09
广州市会美一生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原液补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14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原液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15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洋甘菊原液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16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光感无暇BB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20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倾城时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22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MODUO膜朵黄金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27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Y808）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2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C618）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3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Y306）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3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C213）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32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C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3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Y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423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Biang Jimmy滋润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333
玛莎妮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SuMEiZHiMi美颜焕肤组合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MEiZHiMi美颜焕肤组合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MEiZHiMi美颜焕肤组合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欣雨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提升修护套-提升修护冻干粉+
提升修护溶解液+提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2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青春套-青春冻干粉+青春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4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提升修护套-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6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美颜套-美颜冻干粉+美颜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7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蓝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修护
冻干粉+焕活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8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聚· 星贝尔童颜家居套-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79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家居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0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精灵奶昔面膜套-碎碎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精灵奶昔面膜套-植物奶活泉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精灵奶昔面膜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芳华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7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88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0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1
广州奥晗诚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补水
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补水
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补水
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清润
水嫩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清润
水嫩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清润
水嫩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芳香
润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芳香
润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芳香
润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祛痘套装-净润清肌祛痘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4599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祛痘套装-净颜清痘舒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0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祛痘套装-控油清痘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祛痘套装-清肌祛痘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美肌净颜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3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美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4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5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美肌焕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6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美肌舒缓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7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光感美肌套装-水光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08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爵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3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世纪同仁婴儿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53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媄蝶恋灵芝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67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采微亮颜焕采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70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芦一荟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7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滋养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荭传琦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8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美佑上肌肽水合赋活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4695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SUPSO 淳雪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4761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changeway头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085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美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55091 广州科美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灵芝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14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人萱言玻尿酸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152 广州慕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迪尚海盐净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迪尚海盐净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迪尚海盐净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珍牛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珍牛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珍牛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41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黑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09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缇雅·香集玫瑰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13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凯色星魅美颜隔离妆前乳 #103 粉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60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臻皙清澈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61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肤美露1号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6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露2号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65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ZAR养护精华液②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6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ZAR调理精华液①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79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XI黑金奢宠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81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ZAR平衡精华液④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8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NZAR轻姿精华液③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8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雅姿氨基酸活酵母卸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89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S水光雪晶灵酵素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9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水光雪晶灵酵素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59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B酵素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3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尚美品燕窝淘米水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4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2/C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2/C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2/C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丝绒迷雾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08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水凝倍润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1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诺克焕妍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20
李时珍中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芙采微亮颜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22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牡丹水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冰晶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32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科拯颜水光柔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43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恋熙多效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4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爱家缘净澈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5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拯颜水光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51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辰悦尚草本植萃焕颜粉+美辰悦尚净
颜多效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辰悦尚草本植萃焕颜粉+美辰悦尚净
颜多效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辰悦尚草本植萃焕颜粉+美辰悦尚净
颜多效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6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XWX男士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66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6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小麦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小麦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小麦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FACE柔雾感哑光粉底液（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羽裸妆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78 广州静然好用科技有限公司

翁妮·老姜王萃取养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8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92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93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虾青素养肤粉底液#23 粤G妆网备字2019255694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03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04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梦爱家缘净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5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nger oboysa生姜精华海盐控油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ger oboysa生姜精华海盐控油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ger oboysa生姜精华海盐控油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XWX玫瑰润肤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30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WX牛奶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32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R 虾青素肌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34 广州美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3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MINΛYIN牛奶蜂蜜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39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尔乐 香薰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4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颜印记 魅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5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芝活力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62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 沉香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65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思静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拯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73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也西绅士品格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74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8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only of you玻尿酸鲜肌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9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爱秘语疏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96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溢仁坊玫瑰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玫瑰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7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爱秘语柔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00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真爱秘语疏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01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中航奇奇 枸杞多肽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1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婷碧泉 逆龄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逆龄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逆龄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采微亮颜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36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灵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5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5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51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深不知处补水3号锁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74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科拯颜水光柔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897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 逆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逆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逆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梦深层净肤保湿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03
广州市会美一生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梦爱家缘净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1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如梦深层焕颜紧实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23
广州市会美一生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MRS . JD丝滑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3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星贝尔赋活肌源冻干粉+赋活肌源溶
媒液+赋活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40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42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43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金美娅积雪草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48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芬芳简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49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倩极润保湿水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61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赛蜜儿智青春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64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赛蜜儿智青春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5966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HY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16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1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Eurovmy臻皙熊果苷亮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19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22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玫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26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EIMEEIYA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5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娇润活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采柔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4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控油轻盈柔光蜜粉01自然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4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妍福康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56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水灵氨基酸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7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LACEINE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80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MALACEINE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82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格尼芬星光宠颜盈润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088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侯净透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01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の月六胜肽紧致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02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肌颜燕窝极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肌颜燕窝极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肌颜燕窝极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如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如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如歌玻尿酸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丽施牛奶水光洁面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丽施牛奶水光洁面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丽施牛奶水光洁面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清透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清透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清透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3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岚植萃滋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4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AHY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52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AHY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5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西羽梵蜗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蜗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蜗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HY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65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朵完美牛油果盈润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67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弹性紧实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7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铂金玫瑰蘑法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7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83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追云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追云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8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苏侯生物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199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立体紧颜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04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WANG赫王玉肤净颜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0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LINXI黑金奢宠精华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09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立体紧颜冻干粉+立体紧颜
精华水+立体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11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茹嫝1号焕活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15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焕龄时光冻干粉+焕龄时光
溶媒液+焕龄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18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婵养堂 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21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HY视黄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22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MRS . JD紧实肌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2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养堂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27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ZIDIE芬芳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1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元青 植萃菩提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2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IOIN雅丹迷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雅丹迷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雅丹迷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贝拉雅顿美素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贝拉雅顿美素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贝拉雅顿美素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3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萃然美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4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戈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六胜肽弹力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5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TURAL自然束玻尿酸倍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5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米拉荷荷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7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荷荷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7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荷荷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7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89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娇娃 胸部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身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3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美娅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5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三谷护发素（早安蒂凡尼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62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依兰花养肤皮润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0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兰菲丽 薰衣草橄榄净柔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15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幻颜遮瑕修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2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竹炭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44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思美蝶精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52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侯美肌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53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侯母菊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58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侯薰衣草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63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396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谭氏熙妍  水凝胶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407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卓诗妍贵妇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433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芝林清莲滋养亮采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449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泊诗 草本植物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465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汇泊诗 草本植物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471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卡罗缇青春偶遇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598 广州卡罗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肌底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肌底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肌底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生机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生机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生机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水凝胶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4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o女王美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女王美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 孔雀石多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莘活氧至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7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USUPSO 淳雪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8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 仙鹤唳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2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钟一可水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钟一可水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钟一可水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知韵知香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46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凡缇御一活力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51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NU-7  睛采滢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54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裸瑟小蘑菇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7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COPYSNOW柔嫩美肌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75
广州珂菲施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皙富勒烯血清蛋白水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富勒烯血清蛋白水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富勒烯血清蛋白水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8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6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美尚保湿修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00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Katoh小红帽原液精华护手霜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03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小石乔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06
广州一站式美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色之恋 亮泽修容遮瑕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08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梦百丽花蜜悦采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0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行家哇噻双宝 多效活肤修护套盒-肌
光靓颜精华液+火龍晶纯 抗皱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0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日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日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日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夜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夜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夜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肤计零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计零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计零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3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轻盈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轻盈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轻盈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蜂姿赋妍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蜂姿赋妍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蜂姿赋妍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TURELY露初莱燕窝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2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UTURELY露初莱烟酰胺水感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3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萃燕窝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银耳嫩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银耳嫩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银耳嫩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黄金多肽焕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黄金多肽焕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黄金多肽焕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TURELY露初莱温泉水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58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滋泉 水莹活能系列 水莹活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63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豫康馨头部调养组合-头部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64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头部调养组合-头部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64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头部调养组合-头部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64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75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75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75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众色多肽修护靓颜组合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8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童颜嫩肤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童颜嫩肤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HRINAZIM玻尿酸水光嫩肤精华套盒 
童颜嫩肤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7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玭美焕妍多肽修护套焕妍多肽冻干粉+
焕妍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02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厚肩颈护肤套盒-肩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04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俏利芳肩颈护肤套盒-肩颈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09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舒润修复冻干粉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舒润修复冻干粉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舒润修复冻干粉
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2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致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5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御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6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本花草腰部颐养套-腰部颐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7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本花草腰部颐养套-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8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胶原蛋白保
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19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缇拉美塑二裂酵母焕颜套盒-二裂酵母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20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蓝铜胜肽修护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22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白桦树汁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CHEEYEA 奢养鱼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7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保湿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保湿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保湿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水凝保湿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水凝保湿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水凝保湿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白桦树汁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Fendy Beauty 能量肽冰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冰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 能量肽冰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小石乔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79
广州一站式美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艾素坊AI SU FANG雪肌焕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AI SU FANG雪肌焕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AI SU FANG雪肌焕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多肽烟酰胺致润保湿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控油轻盈柔光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9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ENZAR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896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0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0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草萃臻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0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酒粕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18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星眸纤长睫毛膏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1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迷伊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20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芊美向日葵滋养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2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幽丝婷 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3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蜜希儿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3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玫瑰舒柔身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34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GENZAR调理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4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发现肌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46
广州慧发现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正妍堂兰亭序莹润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66 广州鸣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h塑颜紧肤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72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7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7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贝芙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贝芙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贝芙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头皮净爽洗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6999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岁邦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岁邦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岁邦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微格摩卡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24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优蜜思熊果苷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25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雪丝蔻XUESIKOU烟酰胺焕亮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31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百丽花蜜赋颜轻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6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流畅炫黑眼线液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1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ABERRY玛宝莉稻米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3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婀曼琳玻尿酸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4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丽新彩蔚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蔚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蔚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79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逆龄修复冻干粉+
能量肽逆龄修复溶酶液+能量肽逆龄修
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逆龄修复冻干粉+
能量肽逆龄修复溶酶液+能量肽逆龄修
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逆龄修复冻干粉+
能量肽逆龄修复溶酶液+能量肽逆龄修
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9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OPYSNOW紧致秀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098
广州珂菲施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莹滋泉 冰泉修护舒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02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泉奢养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1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缘CHUYUAN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SK COLOURFUL高清水润粉底液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26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卡丽芙
化妆品商行

MASK COLOURFUL高清水润粉底液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27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卡丽芙
化妆品商行

MASK COLOURFUL高清水润粉底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30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卡丽芙
化妆品商行

SUIKONE轻感艺术大师粉底霜45#暖瓷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34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紧致按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3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莉娜修护滋养柔顺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39 广州澳梵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IO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IN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美尚水光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47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妍堂净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50 广州鸣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抚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57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金美尚水光肌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59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妍堂奇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63 广州鸣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姿妍松诺定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16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美芝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59 广州喜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翎蛇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66 广州镭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6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GUIMEITANG柔和净肤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70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气味翻译员 DINSHARE橘雨肌肤水润香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76 广州之间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卡罗缇梦幻魅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77 广州卡罗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IME丽姿美女人香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79
广州创美金谷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气味翻译员 DINSHARE深山肌肤水润香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0 广州之间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背部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背部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背部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泰青春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5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SUIKONE轻感艺术大师粉底霜15#珍珠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6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域灵芝金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87
广州联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气味翻译员 DINSHARE叹息之墙肌肤水
润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92 广州之间广告设计有限公司

贝丽贝拉璀璨魅色蛇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9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思卡 精致美颜蘑菇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295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柏安稻米发酵果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304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玻尿酸晶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308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LAROUS弗瑞思锁水磁石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4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锁水磁石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4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锁水磁石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4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引 VC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49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兮引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0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兮引 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11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备长炭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1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鲟鱼肽燕窝蛋白弹丝水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肽燕窝蛋白弹丝水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肽燕窝蛋白弹丝水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士莱复活草长效修复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1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士莱山茶籽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姿澜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23 广州国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修颜冻干粉+多肽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3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姿芬蜗牛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40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凝企业 清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清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清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4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凯姿平衡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45 广州鑫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清美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5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清美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5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清美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5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60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62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皙胶原蛋白线球-冻干胶原蛋白线
球+多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69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号色丰盈迷恋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71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EELITE活性肽修护冻干粉+谷胱甘肽
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598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0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绝色魅惑雕花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2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士莱乳木果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3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莹滋泉 水莹活能导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34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村莊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49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依蜗牛润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蜗牛润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蜗牛润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士莱小黄姜强根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姿美六胜肽抗皱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美六胜肽抗皱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美六胜肽抗皱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5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莹滋泉 水莹活能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62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美尚美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2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佩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佩彩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兮引 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佩彩维他命口红 CR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佩彩维他命口红 CR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佩彩维他命口红 CR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原液精华护手霜
（嫩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57692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首品水光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07 广州首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丝柔无瑕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1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计划弹力芯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16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ZP多效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1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中秀抚纹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23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慧中秀亮肤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33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MYCOLORTEMPTATION雨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52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 金粹盈润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5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 金粹盈润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63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钟艾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64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 金粹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6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 金粹盈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68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中秀亮肤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75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敷美人 金粹盈润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7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 裸妆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8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吻净润通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793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YANSHI 氨基酸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13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ZE魔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15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PUREELITE活性焕颜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19 广州联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悦 CY热恋篇（花香粉调-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21 广州斯薇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ZYZC·Nail  甲油胶（钢化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23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真御集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3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进巍美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39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诠释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1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真御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翎活性多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4 广州镭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动深邃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动深邃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动深邃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眸精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眸精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灵眸精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花羽微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49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尤一黑泡泡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6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Me  香氛护手霜【凌晨4点】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苗源草本苗御媚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源草本苗御媚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源草本苗御媚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号色三宫格美颜隐形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77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LAUYUA兰愿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8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la夕·贝·拉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8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莎斐尔丝绒奢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92 广州雅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Vc甘草天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Vc甘草天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Vc甘草天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8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晋颜玉妮雪润皙颜凝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01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丝柔女人香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02
广州泉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粉底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06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靓美昕亮洁皙颜臻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1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水感凝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1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D-YIMEI玻尿酸紧致赋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1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紧致赋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1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紧致赋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1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穆雪黑头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22 广州圣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思酒粕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34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顺奇基柔顺奇迹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37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梵蛋白秀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41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亮肤胶原晚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57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比格妃 紧致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58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慧中秀抚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59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蓝皙博胶原蛋白肽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63
广州绘赢雅诚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YQL明彩水润气垫BB霜 B10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6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安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7971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本色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05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媚天肌聚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06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竹芙ZHUFU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20 广州市竹芙商贸有限公司

涵萃燕窝沁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纤伊人 肩颈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29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腰部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0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腹部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1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胸部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2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腿臂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3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植世家活力赋能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6
广东百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丝滑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3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爱姬 植萃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0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爱姬 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1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爱姬 滋养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2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克泰迪儿童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56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爱姬 樱花水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60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梦丽媛 草本灵芝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草本灵芝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草本灵芝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美肤四件套-焕颜燕窝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7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美肤四件套-焕颜燕窝美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7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美肤四件套-焕颜燕窝美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7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焕颜燕窝美肤四件套-焕颜燕窝美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7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嫩肤套  嫩肤冻干粉+嫩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75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妮莎玻尿酸保湿面膜套-艾妮莎玻尿
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80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艾妮莎玻尿酸保湿面膜套-艾妮莎玻尿
酸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81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艾妮莎虾青素修护精华面膜套-艾妮莎
虾青素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83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艾妮莎虾青素修护精华面膜套-艾妮莎
虾青素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84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药蜀葵清肌净化套-药蜀葵净化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9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药蜀葵清肌净化套-药蜀葵清肌
净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809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药蜀葵清肌净化套-药蜀葵啫喱
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0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姿源水动力补水套动力保湿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四季护养套 肌肤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清排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活化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1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红丝带调理套 舒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2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3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3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3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3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5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时光臻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67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顺养赋养焕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69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橄萃眼唇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晋颜玉妮雪润皙颜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195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晋颜玉妮 雪润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02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0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8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0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3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5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媚天肌美雕臀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57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燕窝海盐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264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4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4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 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4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梦芊美玻尿酸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5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蔻  臻品富勒烯滋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59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六胜肽抗皱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7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石墨烯水润睛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皮傲宁祛痘原液 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盈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90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温泉热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9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温泉热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9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滋诺诺贝蓝钻.头皮温泉热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9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SHOUMIMA首密码山金车花焕肤小精灵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396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彦池多肽修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04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蔻丝眼部抗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17
广州市白云区娜美婷化妆品
厂

樽本之源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UYUA兰愿美眼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21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媛清颐养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3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俏丽大眼睛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3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淇草草本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5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NCHEN赋活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61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保水沁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64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6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6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6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enfan森梵 洁净舒通赋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70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CHEN雪妍焕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77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CHEN雪妍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0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CHEN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2 广州漫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爾草苷蓝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4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肌活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肌活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氧动森林松针奢养肌活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姿仙美鳄鱼油补水修护7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小分子玻尿酸臻萃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小分子玻尿酸臻萃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小分子玻尿酸臻萃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小分子玻尿酸臻萃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鲜氨基酸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鲜氨基酸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鲜氨基酸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4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缓修护水+鲜活溶媒液+鲜
活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缓修护水+鲜活溶媒液+鲜
活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缓修护水+鲜活溶媒液+鲜
活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缓修护水+鲜活溶媒液+鲜
活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宝莱视黄醇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1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腹部润养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腹部润养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腹部润养产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UYUA兰愿眼部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瑞派拉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产后舒缓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松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墨菊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墨菊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墨菊焕亮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娇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4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娇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4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娇美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4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壹叁壹肆焕颜能量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焕颜能量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焕颜能量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4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水凝胶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50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HOUMIMA首密码明眸迷彩清润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55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美昕冰姿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5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亮洁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6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赋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67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逆时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修护保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76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浪漫香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79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5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赋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赋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赋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靓美昕妙妙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0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草汇胶原蛋白弹力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14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茵草汇胶原蛋白弹力水感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14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宜花宜草多肽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19 广州嘉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SOFT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2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OFT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2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OFT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2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OFT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2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女郎 塑颜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34
广州美小咪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41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面女王 轻畅流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67 广州尚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世黛六宫粉黛丰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73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然堂铁皮石斛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75
广州市草然堂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暨诗颜-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解
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78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效肽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80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效肽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82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ǒME柚子植萃水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8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NǒME樱花温润眼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868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LUE AVENGER蓝色复仇者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8700 广州市冰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嘉旗JIAQI赋活紧致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51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玻尿酸滋润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62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RBAN gardener城市花匠维生素滋润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8995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02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03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05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7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绵绵柔雾唇釉666蜜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1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MANFEI蔓菲亮彩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22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黑玫瑰焕颜气垫BB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25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所泉24K黄金原液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29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ZYZC·Nail 指优真彩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32
广州指优镇创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臻研鑫·艾香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也 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 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 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龙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龙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龙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韵烟酰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1 广州桦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樱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樱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樱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元康软膜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软膜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软膜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烈艳纯魅口红（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薇儿持久定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持久定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薇儿持久定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四宫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四宫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S B2UTY赫瑞丝丝滑四宫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C07 粤G妆网备字201925909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炫色可剥指甲油SZT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00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樽本之源舒畅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諾梵狄妮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4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GSG 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7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琦迹清爽保湿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14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媛之魅浪漫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04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佳人富勒烯多肽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佳人富勒烯多肽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佳人富勒烯多肽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柔美立体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18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星空柔雾口红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3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星空柔雾口红405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3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星空柔雾口红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3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理想天然美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61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琦迹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旗JIAQI赋活紧致冻干粉+赋活紧致溶
解液+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81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恒嘉美眸眼部套-美眸冻干粉+美眸滋
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82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泊澜多肽祛痘淡印冻干粉+多肽祛痘
淡印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90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星贝尔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媒液+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299
聚星医疗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丝滑紧致冻干粉+
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量肽丝滑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丝滑紧致冻干粉+
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量肽丝滑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能量肽丝滑紧致冻干粉+
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量肽丝滑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琦迹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1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1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蕴秀颜滋养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0 广州雅蕴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蕴秀颜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1 广州雅蕴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蕴秀颜安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2 广州雅蕴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蕴秀颜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3 广州雅蕴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乳酸菌沁润蜜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乳酸菌沁润蜜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乳酸菌沁润蜜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玫瑰水漾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玫瑰水漾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玫瑰水漾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迹人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4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藏红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5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红景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5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玫瑰发酵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5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白百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LEEWE爱莉威光感持妆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58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琦迹甘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6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唤肤生缘唤肤亮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96 广州贝启贸易有限公司
靓姿妍松诺定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97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 素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9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轩堂肌肽水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399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伊芝净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0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记忆 橙花生姜滋养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08 广州旭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倩臻纯透亮净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15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22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皙海藻赋活精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3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zoccɑ赋活酿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47 广州琢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塑颜多肽修护套-塑颜多肽修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59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色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64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莉BAILI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69 广州英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70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XVN燕窝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81 广州曼微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82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82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82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瑞维姿滋润呵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85 广州瑞维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尔珐黄金富勒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491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JIAYIPEOPLE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47 广州佳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蕊思 舒颜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56
广州医蕊思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伊蕊思 酵母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60
广州医蕊思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VAIMER修护精华原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修护精华原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AIMER修护精华原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发醒·采臣发醒丝滑舒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65 广州采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修护因子冻干片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73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FI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79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美颜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药蜀葵清肌净化套-药蜀葵清肌
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8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新妍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88 广州唤昕妍贸易有限公司
发醒·采臣发醒去屑控油轻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590 广州采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紧致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1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薇韵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44 广州羽飞科技有限公司



御昭澜经典颐养调理套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88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昭澜经典颐养调理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59689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LUSI贝璐思神经酰胺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0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弹
润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2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富勒烯弹润紧致套装-富勒烯小
弹簧紧肤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2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HEXIERUN和谐润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29
广州市和协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盛美玖度臻颜塑肌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30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美玖度臻颜凝肌五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31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美玖度臻颜莹肌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32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美玖度臻颜胶原蛋白菁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33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维姿滋润呵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36 广州瑞维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恒嘉美眸眼部套-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41 广州澳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诺集团  植物蛋白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4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大诺集团  植物蛋白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4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大诺集团  植物蛋白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4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瑞维姿滋润呵护舒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3 广州瑞维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熊果苷美肌亮肤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肤姿名匠珍珠光感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5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XIERUN和谐润维E+维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0
广州市和协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OUZIKOU多肽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青春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7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蕾秀斯敦氨基酸水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蕾秀斯敦氨基酸水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蕾秀斯敦氨基酸水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伊诺香氛控油密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793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罗曼迪卡玻尿酸盈润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09
广州罗曼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美丽之旅富勒烯多肽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4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薰衣草睡眠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5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樱花仙子日夜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1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2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月瑤堂润养套 润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瑤堂润养套 润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瑤堂润养套 润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朗皙燕窝滋润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2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樱花保湿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m.facial 富勒烯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46 广州华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滋媛富勒烯美肤焕颜固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61 广州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雪诗胶原蛋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67
广州英雪诗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戴妃养颜修护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70 广州戴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RE MERS草本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7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 MERS草本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7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 MERS草本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7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冉欣蕴净化养护套-净化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0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醒·采臣发醒巨补水烫染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3 广州采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E MERS草本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 MERS草本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 MERS草本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美芝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89 广州喜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水合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89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owse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13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雅圣蒂 茄紅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17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仙人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20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朗皙燕窝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26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28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纤渼源金箔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2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MEIYAN俏魅妍鎏金舒颜紧致肌底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30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诗妍鱼子酱精华提升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3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soows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39 广州泊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妍熙六胜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48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49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莹滋泉 水莹活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53 广州倍佳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5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尔珐黄金富勒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64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四谛堂 赋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67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LUAGE氨基酸精油护发素（樱桃与茉
莉）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83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9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蝴蝶兰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5999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维姿滋润呵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09 广州瑞维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2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奕媄蝶恋舒缓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2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媄蝶恋清肌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3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芊悦姿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36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昙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4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阐堂生物复合酵素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64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朗皙燕窝丝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65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妍熙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69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亮肤胶原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74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颜姿蕙草本双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双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双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皙燕窝赋活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4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之韵玉肌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7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芝林清莲玉润细柔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88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AHY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91 趣遇（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极阐堂生物复合酵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92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I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9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I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9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I 粤G妆网备字201926009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豆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豆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豆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间沙漏活性金水灵动人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17 广州方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平衡调色隔离乳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2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雪清 丝滑蛋清焕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26
广州市汉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40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深家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42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澄鲜玻尿酸原液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47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源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5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AY SILK玫瑰水润保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63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薰衣草水油平衡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薰衣草水油平衡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祺堂薰衣草水油平衡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7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本花草肩颈舒缓套-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87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可熊婴儿猴面包滋养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188 广州尼可熊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想天然草本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1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理想天然柔和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2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涵萃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三合一多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三合一多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三合一多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矿物活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矿物活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矿物活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清透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清透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诗朗亮肤清透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胶原蛋白赋活颈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胶原蛋白赋活颈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胶原蛋白赋活颈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凝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凝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燕窝沁润凝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鱼子酱焕耀臻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自然光感裸透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Dating18 玻尿酸婴儿肌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5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9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9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29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善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多肽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13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氨基酸水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14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多肽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15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爱姬 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16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2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2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2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竹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22
广州福明宏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藏 夜间焕肤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29 广东喜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 轻透焕亮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44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吉米 轻透焕亮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45
广东百姓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维妮婷蓝铜肽安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54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臻颜多肽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57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Michly库利南璀璨之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66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2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保湿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保湿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保湿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77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齐静畅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8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能量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能量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能量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392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舒堂 香愉静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萃玻尿酸多效补水保湿套盒-玻尿酸
多效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4 广州业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雪液滋养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滋养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滋养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海玴轻美乐盈动密码套- 轻美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26 广州海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特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43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去屑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4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去屑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4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氨基酸去屑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4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51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ESLAB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54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莱皙润泽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5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珂莱皙润泽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5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珂莱皙润泽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5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媛之魅密蒙花舒缓莹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0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念柔女人香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1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芮樱盈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67 广州仟森贸易有限公司

清晓润妍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4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AANGE 超模轻遮水光气垫霜#2#自然水
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色烟酰胺玫瑰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8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莘活氧至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09
广州市科尔光电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皙美界胶原蛋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13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use秋色炫彩奢润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1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韩肌清HANJIQING多效修护微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25
广州市雪肌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知美源臻艾姜桂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29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梦扬男士多效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36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扬男士多效轻妆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39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大嘉华三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52
广州广大嘉华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兰杜芳时光肌蕴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55 广州兰杜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竹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56
广州福明宏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薇媛水氧活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1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夜间修护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虾青素抗氧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77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烟酰胺靓肤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82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迹水润紧致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59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GQ寡肽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05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计划弹力芯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10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SK皙润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1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皙润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1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皙润补水透亮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1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玫弗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18 广州启誉商贸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27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柔肌安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28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舒安修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29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肌底舒缓安肌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30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烟酰胺滋润透亮温
变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31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 YAN XIU LI清颜秀丽玻尿酸保湿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33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维姿滋润呵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35 广州瑞维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健美TAIJIANMEI人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43
广州亚当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46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篇爱青春焕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59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雅蕴秀颜舒缓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60 广州雅蕴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弗凝时赋颜冻干粉+凝时赋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63 广州启誉商贸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酸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酸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氨基酸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迪丽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亮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迪丽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亮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迪丽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亮
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平衡养护组合-平衡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8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迷伊水润丝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90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肤蜜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693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脂叫兽植物精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04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NOBISS重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1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30
广州御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变魔力小精灵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33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扬男士多效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44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心水灵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53 广州兰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月女王清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62 广州欢蔻商贸有限公司

安莉婕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64
广州安娜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仙鹤草婴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博三宝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博三宝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博三宝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76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GLIO青春定格魔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青春定格魔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LIO青春定格魔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颜如玉烟酰胺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颜如玉烟酰胺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颜如玉烟酰胺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79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歌 嘟嘟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01 广州市大植元商贸有限公司
曼莎桑媞manshasangti多肽修护套精华
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08 广州慕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益寿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娇润嫩肤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23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BFace碧菲斯眼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25 广州梵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贝姿焕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31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33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米莉紧致逆时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36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清爽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38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MDB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DB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DB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樱宠幸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1 广州仟森贸易有限公司

泊松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广大嘉华宣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4
广州广大嘉华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立体双头眉笔ML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博颜香如故● 柔润水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49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秘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禄通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细双头眉笔MX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细双头眉笔MX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细双头眉笔MX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NGDO妍道 金盏花肌源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57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酷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0863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韩肌清HANJIQING深润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63
广州市雪肌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琪贝姿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78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 氨基酸亲肤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DO HOUSE 甜蜜毛孔隐形提亮妆前乳
（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4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蔻也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肌清HANJIQING石墨烯焕颜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0998
广州市雪肌寇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特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0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朵拉妍四季光感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15
广州睿胜霖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ESEDO HOUSE 甜蜜蜗牛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36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MAANGE 超模轻遮水光气垫霜#1#白皙柔
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3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雪 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40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TOMEYAN海藻水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42 广州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盖双宝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43
丝盖双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GH线雕逆时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46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依曼丽蜂王浆晶透润泽七件套-蜂王浆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4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立体双头眉笔ML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5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梵皙净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53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彦池净透水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65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清透无暇粉底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7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立体双头眉笔ML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7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ORSMAN优思漫胡萝卜素泽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80 广州丰多祥商贸有限公司

Lux GOLDEN crysta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ux GOLDEN crysta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ux GOLDEN crystal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盛美玖度臻颜胶原蛋白菁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94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美玖度臻颜胶原蛋白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95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美玖度臻颜胶原蛋白菁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098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珍爱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0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菲儿红樱桃保湿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06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AM AMINO ACID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17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AM HONEY WATE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18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深海鱼子酱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5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芮樱清爽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63 广州仟森贸易有限公司

嘉旗JIAQI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67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龙体安康明眸焕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19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顺滑双效眉笔MSB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2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顺滑双效眉笔MSB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2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美人黄金胶原嫩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2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素农场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素农场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素农场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小金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小金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小金条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晢俪MIJELI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57 广州悦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美堂酵母金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64
广州芙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枝青春焕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65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多重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多重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多重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69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润莱蜗牛晶彩修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80 广州花美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29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ESEDO HOUSE 蜗牛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00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莹彩儿青春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3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保湿魅惑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保湿魅惑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保湿魅惑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1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RUM BY KERR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马油滑溜溜香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马油滑溜溜香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马油滑溜溜香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淘米汤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2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轩堂 焕颜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32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肌肤辞典玻尿酸赋活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35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广大嘉华宣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40
广州广大嘉华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司帕玫瑰水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44 广州司帕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拉妍依克多因肌因补水鲜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45
广州睿胜霖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空气雾感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5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莎媄 紫苏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86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39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0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0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0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玻尿酸补水保湿温
变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4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普尔致纯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16 广州星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组-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2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组-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2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贝姿焕颜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35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春沙棘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4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莉婕左旋维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51
广州安娜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魅坊小分子活性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54 广州魅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触激活植物精粹修复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59 广州发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UAU沉香金箔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62 广州信泰源贸易有限公司

瑷源堂 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65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瑷源堂 悦享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66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瑷源堂 胸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67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裸瑟持妆无暇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7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铂金胜肽弹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7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铂金胜肽弹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7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铂金胜肽弹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78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可娧乳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82 广州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轩堂 鸸鹋油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85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魔克洛伊蜂王浆精粹嫩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5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水密码多肽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6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菲悦虫草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悦虫草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悦虫草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8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妖美堂轻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美堂轻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美堂轻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49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彩儿腹部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00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ERRY玛宝莉稻米净颜精华修护补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23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F.R.C爱与泪水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47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ARH 微晶囊熬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49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水感控油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5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ropean Garden雾面质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58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拉普塔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寡肽立体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80 广州暨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琪儿美丽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82 广州伊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雪肤亮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83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雪肤冻干粉
+瓷肌雪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85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莹彩儿臻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591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克洛伊蜂王浆致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06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克洛伊蜂王浆多肽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09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轩堂 微元素新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16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皎柔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22 广州乾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芝喔羊胎素滢润保湿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28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酒粕水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酒粕水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酒粕水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氧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35 广州森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UO膜朵小金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58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泊松烟酰胺婴肌焕肤组合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婴肌焕肤组合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婴肌焕肤组合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一本花草腰部颐养套-草本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64 广州麒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TURELY露初莱备长炭矿物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670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蕾雅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平衡修护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弹润养护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清净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润养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媜德舒畅草本套组-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玫瑰花补水雪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玫瑰花补水雪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玫瑰花补水雪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蛋蛋美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8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徐氏圣草裸妆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83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788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黑钻润彩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0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80淡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80淡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080淡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滋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滋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滋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香闺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香闺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魅惑香闺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5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EFEI凡士林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NGTON香格顿盈润臻致唇膏Chili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49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艾丽叶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0 广州伽业贸易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1经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1经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1经典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4气质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4气质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4气质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5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5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5无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6优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6优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唇膏006优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竹丽颜乳木果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7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芝净植萃紧致精油套盒植萃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5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柔澈净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8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柔澈净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8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柔澈净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8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妍佳人花蜜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佳人花蜜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妍佳人花蜜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乳酸菌舒缓修复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乳酸菌舒缓修复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乳酸菌舒缓修复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泊松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闪钻 水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41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New BN 24k逆时黄金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5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BISS焕颜亮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5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萱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58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58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58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睿雅雪肌能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61 广州奢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G YAN XIU LI清颜秀丽水活透润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67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CRBEAU奢唯宓植萃莹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68 广州乔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瀚琪孟源泰和套草本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72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ccɑ赋活御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77 广州琢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ANGMEISU匠美塑肌因多肽修护冻干粉
组盒肌因多肽修护冻干粉+肌因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88
广州匠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氏佳颜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1999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00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美素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01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02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焕颜修护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06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焕颜修护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09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GQ梦幻乐园香氛烟酰胺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1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N TWINS奔跑姐妹玫瑰滋养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22 广州芊蝶护理用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0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0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0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胸部草本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3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灵芝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蓝风铃香氛烟酰胺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雪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叶丹微脸精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叶丹微脸精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九叶丹微脸精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滋养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滋养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滋养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龙胆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龙胆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龙胆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HESOURCE玻尿酸水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78
广州妍素哲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酷十岁KUSHISUI黑海盐净润活氧清洁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8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黑海盐净润活氧清洁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8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十岁KUSHISUI黑海盐净润活氧清洁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8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篇爱青春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099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青春活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0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玫瑰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1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多肽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2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金蕊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3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青春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5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篇爱青春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6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Da  Collagen Essence (Spherical)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7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Charming & Revitalizing 
Essential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8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ource Repairing Essent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09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oothing repair moisturizing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10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Collagen Solv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11 广州市伊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甜心漾彩唇釉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51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甜心漾彩唇釉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52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斗木 富勒烯胎盘素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斗木 富勒烯胎盘素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斗木 富勒烯胎盘素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厚海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6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男士氨基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7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灵芝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78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深海鱼子青春焕颜微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深海鱼子青春焕颜微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深海鱼子青春焕颜微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克洛伊蜂王浆精粹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85 广州维密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妙倩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甜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甜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甜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海藻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海藻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海藻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黄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黄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黄瓜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1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枸杞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枸杞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枸杞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樱花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樱花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樱花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金箔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金箔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晶润啫喱+金箔软膜伴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奇彩虹 持妆遮瑕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05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纳偲纳米金光动力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32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菩拉姆朴量子富勒烯智能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35
广州普拉姆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伊芝净柔顺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4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纳偲纳米金光动力固原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44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开心凤凰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4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俏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6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6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6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思妍-紧致焕颜冻干粉+紧致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88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B-K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299 广州雨润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欧漫露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03 广州欧漫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π多肽燕窝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07 广州雅熙日用品有限公司

XWX生姜控油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09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ZHUANG儒妝丝滑柔嫩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3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玉兰焕颜莹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31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地源溯雪肌靓肤套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33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厚海丝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4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丝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4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丝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47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茶树精油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6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茶树精油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6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茶树精油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6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一漫苗养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6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柔丝漫苗养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6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凡一漫草本颐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7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保湿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保湿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墨菊深度保湿倍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活力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7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蜂蜜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1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ELASTINE INTENSIVE DAMAG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INTENSIVE DAMAG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INTENSIVE DAMAG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AXIMIZING VOLUM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AXIMIZING VOLUM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AXIMIZING VOLUM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EIYU妃遇柔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7 广州东盛美贸易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2 VOL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2 VOL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2 VOLUM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8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娜芙妮红参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2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LEMON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LEMON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LEMON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GRAPEFRUIT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GRAPEFRUIT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CLEANSING COTTON FOOT 
SHAMPOO FRESH GRAPEFRUIT MINT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Fresh 
Mango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Fresh 
Mango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Fresh 
Mango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oft 
Icecream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oft 
Icecream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oft 
Icecream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weet 
Berry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weet 
Berry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Safe Hand Soap Sweet 
Berry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Oliv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Oliv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Oliv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39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Avocado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Avocado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Avocado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Lemon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Lemon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Lemon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Lemon Verbena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Lemon Verbena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Lemon Verbena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Olive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Olive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The Natural Mild Hand 
Wash Olive Sc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Conditioner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Conditioner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Conditioner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Shampoo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Shampoo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Minis Moisturizing Shampoo by 
Elastin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5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Berry Essence 
Moisturising Whipped Cream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Berry Essence 
Moisturising Whipped Cream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ON:THE BODY Berry Essence 
Moisturising Whipped Cream Fo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6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Shampoo & Conditioner 
Travel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Shampoo & Conditioner 
Travel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Shampoo & Conditioner 
Travel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1 CURL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1 CURL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FRESHIAN BIG MASCARA EX 01 CURLING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8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CONDITIONING RINS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CONDITIONING RINS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CONDITIONING RINSE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0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DEEP CLEANS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DEEP CLEANS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DEEP CLEANS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TOTAL HAIR AND BODY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TOTAL HAIR AND BODY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CHARMING TOTAL HAIR AND BODY SOAP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1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DEEP MOISTUR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DEEP MOISTUR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DEEP MOISTURE CARE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2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OISTURIZING CA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OISTURIZING CA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ELASTINE MOISTURIZING CAR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1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嬛美妍小分子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46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美雕塑颜冻干粉+美雕塑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49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美雕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50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炉甘石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51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裸瑟亮采持妆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55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水光遮瑕BB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64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持久防水眼线液笔 （蜜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71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清爽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79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爱普尔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81 广州星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丽琪花仙子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8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丽琪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8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丽琪花仙子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87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芭黎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89 广州圣芭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色润颜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91 广州宏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歆焕彩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49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秘言蛋白营养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01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佰草秘言蛋白营养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01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佰草秘言蛋白营养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01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御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dsoul复合多肽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04 广州拜仑贸易有限公司
宋宫人参七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宫人参七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宫人参七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宇丝·奇涣润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17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迪露妍逆龄唤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迪露妍逆龄唤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迪露妍逆龄唤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瓷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3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净透导出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3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护理精华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41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脂叫兽净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42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奥芭劲能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44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YU妃遇臻萃焕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50 广州东盛美贸易有限公司
昊迪 特硬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53 广州市昊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葡萄籽细肤面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5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露兰亮肤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亮肤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亮肤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植本草  痘胶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71 广州润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YU妃遇纯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72 广州东盛美贸易有限公司
嘉旗JIAQI逆龄素颜套-素颜冻干粉+素
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73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禅思甘露 驻颜醒肤冻干粉+驻颜醒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8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歆焕彩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9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YU妃遇美肌透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92 广州东盛美贸易有限公司
俏佳心六胜肽抗皱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596 广州花美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回春妩媚迷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0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回春妩媚迷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0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回春能量唤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0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回春能量唤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0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来态度率性大米天竺葵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10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HG35北极蓝光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12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2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贝肌颜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31 广州贝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琳科普琳韵通套-科普琳韵通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32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Senfan森梵 玉茹滋润赋源套 玉茹滋润
赋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34
广州市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夕羽补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2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言秀樱花白藜芦醇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5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银杏奶
嘭嘭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银杏奶
嘭嘭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银杏奶
嘭嘭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碎碎冰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碎碎冰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解植物奶嘭嘭面膜组-碎碎冰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厚海深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深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深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51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奢世家精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2
轻奢世家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樱花美颜系列套组（樱花光果甘
草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KON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DIKON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珏色舒净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71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珏色腹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76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聆歌光凝润色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77 广州聆歌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傲娇大米虎杖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81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珏色清润舒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85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珏色暖润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86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语蔲丰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94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SODR生姜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96
广州市兰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晋颜玉妮植物草本面膜+植物草本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697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通合一塑颜紧致提拉套 亮颜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0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珏色舒活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08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海泥スム—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海泥スム—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海泥スム—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海泥スム—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1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うるおい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うるおい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うるおい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うるおい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白泥リフト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白泥リフト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白泥リフト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白泥リフト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UYI透明质酸多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SUYI透明质酸多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SUYI透明质酸多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姿蕙草本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妍泉 玫瑰花水净肤焕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7
广州伊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姿蕙草本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AL自然束净透黑头磁吸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8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RONG三荣卡洛美氨基酸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87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童歆焕彩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8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歆焕彩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8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NIMEI丹妮美水漾滋养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91 丹妮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Stella Lavingne 柠檬夏日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92 广州媛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惜优姿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96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惜优姿草本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97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Stella Lavingne 午后阳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799 广州媛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0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惜优姿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1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颜姿蕙草本腰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腰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腰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焕颜净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焕颜净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焕颜净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辞典清滢菁透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26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琦迹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2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神经酰胺安肌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3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肤辞典珍珠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38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芸喧精华水乳二合一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2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缦婕迪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缦婕迪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缦婕迪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紧致精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6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ガス—ル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ガス—ル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ガス—ル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颜パスタガス—ル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4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朴黑茶镳子籽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54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大马士革玫瑰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6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胸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8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美玖度臻颜晶透胶原蛋白幼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88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人香集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8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大马士革玫瑰晶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0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0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05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效肽美肤冻干粉+多效肽美肤
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0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效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开心凤凰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水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6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7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开心凤凰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1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牛油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BOLU金柏潞摩登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24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ndsoul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35 广州拜仑贸易有限公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晓润妍美颜日晚霜套装-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轩堂 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3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轩堂 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6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晶采·珍珠保湿隔离喷雾（清
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颜集粉红丝带修护套-胸部养护按摩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8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圣颜黄金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49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晶采·珍珠保湿隔离喷雾（柔
情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5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55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厚海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2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臀部颐养修护套-臀部修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4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集韵秀姿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蒙诺雅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68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81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芊语蔲丰盈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82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珍颜集粉红丝带修护套-胸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86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粉红丝带修护套-胸部养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89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臀部颐养修护套-臀部修复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91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臀部颐养修护套-臀部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2999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肩颈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肩颈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肩颈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春享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13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27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RENEPA FROM Bnne女性调理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NEPA FROM Bnne女性调理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珺岚摩洛哥坚果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32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FOOD A HOLIC肤赫丽丝红色小狐涂鸦轻
透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40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爵肌源修护套-肌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43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厚海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弹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53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氨基酸润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58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吴云生堂舒缓明亮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6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ShiZhiLing诗芝灵无痕贴肤遮瑕液02象
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75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人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发堂木槿草本润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3099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蒙诺雅头皮草本修护精典套装-蒙诺雅
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06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视盾康睛明眸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0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13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中洁惠草本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0
广州市中洁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诺雅头皮草本营养精典套装-蒙诺雅
草本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1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千妍秀自然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赋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5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锦泉韵美赋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2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开心凤凰姜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3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理想天然植物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40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KCC绿茶精粹多效温和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8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C绿茶精粹多效温和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8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C绿茶精粹多效温和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6318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11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光舒缓修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18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SHESOURCE玫瑰花瓣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25
广州妍素哲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BISS素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養美YYF-001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01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01氨基酸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妆笛氨基酸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養美YYF-012肌底能源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2肌底能源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2肌底能源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7多效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7多效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7多效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9养颜靓肤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9养颜靓肤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19养颜靓肤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赫婷氨基酸滋润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46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美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52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53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55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56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悘肤清尘Y002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2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2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18美肌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18美肌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18美肌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8悦妍亮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8悦妍亮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8悦妍亮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1养颜靓肤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1养颜靓肤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1养颜靓肤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6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6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6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30净颜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30净颜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30净颜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慕柏诗玻尿酸水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68
广州美益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紧致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紧致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紧致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紧致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紧致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紧致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6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丽之精粹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丽之精粹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丽之精粹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7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鸸鹋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鸸鹋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鸸鹋润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8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舒爽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舒爽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沁润舒爽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28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烟酰胺丝滑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烟酰胺丝滑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烟酰胺丝滑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颜光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77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Angelkoko嫩肤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80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8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8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享焕新生姜精萃原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86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秋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秋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秋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复古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复古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复古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215M#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215M#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215M#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5M#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5M#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5M#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405M#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405M#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405M#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M#丝绒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M#丝绒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M#丝绒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竹丽颜玻尿酸滋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399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星耀聚光口红（火焰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08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星耀聚光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09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星耀聚光口红(美学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15 广州博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倩雅钻石闪耀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1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千竹丽颜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18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鸾音鹤信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3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MJENNY美肌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70 广州丹爱露日用品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氨基酸柔润醒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72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水漾柔光轻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74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王小气泡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7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維思特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1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維思特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1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轻盈持妆粉底液（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2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華維思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4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維思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4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爱密码生物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6 广州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爱密码生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87 广州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多肽密集修护冻
干粉+多肽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95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漫巴黎烟酰胺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497
广州百乐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弗轻润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3 广州启誉商贸有限公司
美之为美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4 广州市海温诗商贸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温泉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温泉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温泉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多肽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07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塞拉菲娜透韵水光修护套组-透韵水光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10
广州塞拉菲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塞拉菲娜透韵水光修护套组-熊果苷亮
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11
广州塞拉菲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塞拉菲娜透韵水光修护套组-蓝酮胜肽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12
广州塞拉菲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足仙道 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21
广州市百爱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Angelkoko柔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23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玻色因紫米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2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欧希焕颜套盒-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47 广州芭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物由心生多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5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由心生百草润泽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5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佳颜石墨烯生物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5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颜慕斯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6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丝漫草本颐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7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油（水舞樱
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8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玫瑰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82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多肽紧致眼部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8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93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94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玫瑰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596
广州依莎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豪轩尼植萃光感柔顺润发精油（5重花
萃）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0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欧希焕颜套盒-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16 广州芭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優莎净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19
广州晟源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御美萱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2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莹润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3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3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49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曦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5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DERATION-7  御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6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索芙特雪肌玻尿酸B5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68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梦幻倾城生姜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77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生姜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77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芫荽与蔓越莓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薰衣草与蜂蜜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IVEIYA希尔唯亚芭沙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3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子默堂乳木果与茉莉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乳木果与茉莉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乳木果与茉莉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雏菊与含羞草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小青瓜与蓝风铃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无痕遮瑕膏 #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96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韵淇草青春眼部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699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青春无痕遮瑕膏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14 广州五际贸易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驻颜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3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驻颜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3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驻颜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34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奈琪臻颜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52
广州蔻奈琪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PIAC润彩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5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6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6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6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 苹果去角质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苹果去角质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 苹果去角质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彼迪芙草本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74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彼迪芙薄荷清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79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彼迪芙玫瑰补水雪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0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1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彼迪芙洋甘菊养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2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梵希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3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辞典清滢菁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5
广州正洋健康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恩丽琪水氧净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8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美人至臻水缘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96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渲姿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97
广州尚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神美人清肌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799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清
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清
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清
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奈梓水漾美肌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19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忆昕植萃臻贵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23 广州冰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侯王眼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3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RS.JD新能防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3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信妈咪胸部养护润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38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冻干粉+活
力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冻干粉+活
力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冻干粉+活
力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EMANA活力修护套-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靓颜修护套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4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安
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安
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净化舒缓安
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MIB 艺术拉线眉笔（1919）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61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70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珀诗烟酰胺绿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7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修堂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80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伊蕊思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82
广州医蕊思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雪液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38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毛孔净化赋
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毛孔净化赋
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毛孔净化赋
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0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净化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净化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净化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GASSDINER星动臻色金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GASSDINER星动臻色金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GASSDINER星动臻色金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奈琪臻颜盈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19
广州蔻奈琪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肤精灵茗颜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艾彼迪芙牛奶珍珠养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89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De Key多肽修护冻干粉+富勒烯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90
广州华禾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贝天然死海矿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92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3993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美人清肌平衡水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19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雏菊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2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修堂草本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24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集修堂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25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慕卡鱼角鲨烷莹润凝脂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4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神美人卸妆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54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U SUPREME 24K GOL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SUPREME 24K GOL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SUPREME 24K GOL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ROKO FIRMING AND LIFTING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OKO FIRMING AND LIFTING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OKO FIRMING AND LIFTING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6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肤六胜肽保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魅俪藏红花美颜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蕊思 自律循环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8
广州医蕊思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FRANCERON茉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茉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茉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7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薰衣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薰衣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薰衣草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0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洋甘菊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洋甘菊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洋甘菊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爱秘语柔润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5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LG烟酰胺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EEWE爱莉威光彩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87 广州亿利商贸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芙蓉亮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莉美 焕亮透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091 广州迪肤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娜鎏艺飞舞套盒-润颜丝绒滴管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2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雪颜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38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瑟玻尿酸保湿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尿酸保湿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尿酸保湿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莉美 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42 广州迪肤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莉美 焕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54 广州迪肤保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爾草复活草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57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FRANCERON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6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6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6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可美 青春恒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0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灵芝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1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婕 青春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霍霍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77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LEFEI凡士林润滋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8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妮希水凝倍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186 广州市寇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ZAY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02 广州美智恩商贸有限公司

XiuSe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03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至臻水缘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07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多效保湿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08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清肌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0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弥秘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秘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弥秘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NG PLANT疆域谷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4
广州疆域谷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美人清肌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5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凤吹牡丹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17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神美人清肌平衡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2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至臻焕颜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3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4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梵诺斯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5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竹炭烟酰胺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竹炭烟酰胺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竹炭烟酰胺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梵诺斯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28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梵诺斯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1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梵诺斯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2 广州欣阳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酵素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酵素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酵素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3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帝美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40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蔻奈琪臻颜盈润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44
广州蔻奈琪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蔻奈琪臻颜盈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47
广州蔻奈琪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MeenSno迷上水光肌素颜水光原液（涂
抹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9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菁羚草本提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297
广州柏菁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S#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S#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S#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燃情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燃情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婉佳玲儿盈彩魅惑丝绒口红
（燃情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0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999红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0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1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浆果色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2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番茄红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3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南瓜色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4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爱慕纯漾口红（枫叶红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15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玻尿酸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2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33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陈氏琪肌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59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PO柔光持妆散粉21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63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佰珍堂六胜肽柔嫩弹润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六胜肽柔嫩弹润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六胜肽柔嫩弹润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逆时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68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海珠魔力眼线液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88 广州威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碎发整理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肆美 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1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妍细语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细语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妍细语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 能量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399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帝美肌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11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13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芙妮绿茶植物强韧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14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芙妮绿茶植物止痒去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17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爾草复活草焕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42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西羽梵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立美海葡萄巨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67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70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水瑶草本头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71 广州市爱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倩臻纯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474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16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雅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17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18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香馥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XFLU蓝铜肽紧致冻干粉+紧致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6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HEXFLU祛痘修护冻干粉+祛痘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7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HEXFLU烟酰胺亮颜冻干粉+烟酰胺亮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8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HEXFLU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699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LINGLI轻彩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0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秀丽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秀丽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秀丽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0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玥国际 水润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13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依兰依兰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大西洋雪松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佛手柑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姜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甜橙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伊畔丝柏精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亿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0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臻爱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1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臻爱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2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臻爱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3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皇家瑞蔻腹部肌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花溯光透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6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暨美暨梵尼胶原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37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TRE  焕颜新生弹力眼部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4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肤泉水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43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林狮顿玻尿酸焕颜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47 广州宫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妆木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49 广州祥广商贸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小蘑菇气垫BB霜（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51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子默堂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默堂鼠尾草与琥珀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玥国际 活肤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64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EB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75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VAN.弹力蛋白细致毛孔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76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凡尔纳·摩登馥郁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80 广州凌立贸易有限公司

维风亚新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83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风亚新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83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暨梵尼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85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腹部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90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麦迪丝威神经酰胺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799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之魅水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00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威丽可头皮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06 广州可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17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迪丝威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24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颐和舒柔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2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颐和舒柔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28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籽草本植物祛屑止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33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思蒂多肽蛋白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34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3#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3#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3#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虾青素浓缩聚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虾青素浓缩聚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2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萨依芭金颜CB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1#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依芭金颜CB霜2#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IVAN鲜活补水小颗粒海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48 广州花懿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丽可头皮净化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53 广州可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蒂东妮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56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维康镜面闪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维康镜面闪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维康镜面闪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小佰 多肽亲肌驻颜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61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62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妆十三臻草清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72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娃娃红酒多酚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红酒多酚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喜娃娃红酒多酚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8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低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双重臻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双重臻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双重臻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贝爱氏富勒烯多效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富勒烯多效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富勒烯多效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AM JOJOBA OIL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20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睡眠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冰淇淋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35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珏色胸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42
广州市欣俊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净透紧致收缩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4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婴3号 滋润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46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楮留香高分子蛋白头发香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47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御古方焕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4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渼丝·必停油性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1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丝·必停干性祛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2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丝·必停头皮清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3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爱秘语粉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7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真爱秘语真爱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8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SOF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SOF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SOF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SOF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5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MASSA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EPTID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EPTID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EPTID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PEPTIDES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BHA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BHA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BHA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BHA PEEL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REBORN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潘春妃持久哑光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69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潘春妃绵密轻薄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71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YIMEIYAN青春元素烟酰胺小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76
广州医美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8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8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口红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8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89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O.XJL 魔镜百变精油修护唇膏#08温
变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 魔镜百变精油修护唇膏#08温
变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O.XJL 魔镜百变精油修护唇膏#08温
变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妮莉娜鎏艺飞舞套盒-水感精华丝润隐
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玫瑰水凝胶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4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幻魅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1926499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想天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44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炫亮魅力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47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YUNXUESHA 云雪莎小蘑菇气垫BB霜（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50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歌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5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泉持妆轻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59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卡芙水润光感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63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小金钻胶原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65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柔皙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69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美颜肌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17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心美魅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05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芳心美满天心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07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AMYZOY  可卸甲油胶（黑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09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INBASE名香系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13 广州吉秀贸易有限公司
芝沐玫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15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烟酰胺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18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悘肤清尘Y001平衡肌底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1平衡肌底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1平衡肌底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伊芝净VC保湿舒缓卸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4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媚儿舒颜保湿卸妆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46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IMAGINATION VC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4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脂粉世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53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抗衰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6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抗衰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6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光世家抗衰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63 广州宸立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LS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29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妮莎富勒烯亮肤精华面膜套-艾妮莎
富勒烯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01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冉竹樱花竹炭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20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芝颜神经酰胺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2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元青 海葡萄极润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26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 紧致细滑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3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OOGIS 黑海盐净透平衡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43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BT逆龄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539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0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Time提拉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36 广州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lchmet菲米迦烟酰胺果酸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46 广州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慢会所亮肌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47
广州悦生母婴护理服务有限
公司

云微冠低聚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6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妆芝颜神经酰胺美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78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養美YYF-022美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9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2美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9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2美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49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亿元棠臀部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31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4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4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4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圣美颜紧肤套盒-多肽紧肤冻干粉+多
肽紧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42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梵玥多肽修护冻干粉套-梵玥多肽修护
冻干粉+梵玥多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59
广州卓娅科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DD肌因修护冻干粉-肌因修护冻干粉+
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60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KAIESS肌因修护冻干粉-肌因修护冻干
粉+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61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K-BT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7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K-BT龙血树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77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莹宛儿清颜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597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颜姿蕙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幂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6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8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8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58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梦克拉肩颈肌肤舒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2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肩颈肌肤舒柔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3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肩颈肌肤臻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4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肩颈肌肤舒柔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5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熙润舒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6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熙润熠采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熙润蓓蕾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08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茶夫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5931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菲琳达绿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绿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绿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凝肌焕颜清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42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欧碧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碧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碧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伊身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逸新颜虾青素弹润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4 广州美逸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綵薇堂童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7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卡圣美颜紧肤套盒-紧致细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59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牛油果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牛油果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牛油果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富勒烯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富勒烯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柚小屋富勒烯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 玻尿酸臻养赋活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095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宛儿清颜祛痘如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15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悘肤清尘Y-027悦妍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2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7悦妍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2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7悦妍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2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9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9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09美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玛歌丽特宫廷燕窝透靓焕颜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5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養美YYF-025肌底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5肌底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5肌底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小婴奇 多效紫草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69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UFE紫松果菊调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8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紫松果菊调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8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紫松果菊调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8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小分子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189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美优品丝美·保湿卷翘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00
广州维美优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杜兰博氨基酸焕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0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焕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0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焕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0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产后修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逆龄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38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K-BT逆龄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41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美士莱无患子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4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60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62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安护润养组合-安护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67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安护润养组合-安护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67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豫康馨安护润养组合-安护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67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腿部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72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腹部臻养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73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腰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75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GQ樱花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7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奴轻盈润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1 广州柔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姿蕙草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臀部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臀部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臀部娇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腹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舒美紧实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辣妈紧致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曲羡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曲羡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羡辣妈曲羡畅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烘大米精华柔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大米精华柔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大米精华柔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太女神臻妍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臻妍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亚太女神臻妍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亿元棠臀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5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腿部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8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養美YYF-023肌底能源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3肌底能源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養美YYF-023肌底能源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6629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亿元棠植萃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01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腹部臻养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04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腰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0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草本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07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费尔菲斯凝萃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10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柔奴香氛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19 广州柔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22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悘肤清尘Y-026悦妍亮肤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2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6悦妍亮肤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2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6悦妍亮肤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2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Eurovmy水漾清新皙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2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VIEVDIED 云雾薄透四宫格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40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维美优品·杰派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45
广州维美优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李茶夫烟酰胺焕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49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龙益康润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A PERFECT菁纯靓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7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馥元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慕菲斯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66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旗蜜语草本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7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旗蜜语草本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7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旗蜜语草本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7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瑾美 秘密花园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80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迪珈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8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柏迪珈氨基酸滋润黑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87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束水集臻颜美肌套盒-臻颜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90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臻颜美肌套盒-臻颜美肌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91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臻颜美肌套盒-臻颜美肌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92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臻颜美肌套盒-臻颜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393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花颜至草本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0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银沙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05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谭氏熙妍   黄金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08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蔓雅圣蒂 金典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李茶夫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6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悦姬妮童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童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童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姿态静时空安好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18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篇爱御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25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O-Michly海茴香紧致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32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相思 秘密花园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41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ESLAB 安肤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43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玉颜玫瑰养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44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女性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女性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元康女性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豆沙紫 #555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7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恋爱粉 #017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8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西柚红 #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69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脏橘色 #09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0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古墓姬 #096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1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摩登萝莉丝绒唇膏 热恋红 #306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2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小红莓77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3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元气粉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4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透明粉00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5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火星红310#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6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咖啡棕062#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7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车厘子851#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8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经典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79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中国红888#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0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复古红707#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1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小辣椒666#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2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霓色烈焰幻魅丝绒唇膏 暗酒红624#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3
国科康仹生命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悠润莲多肽润源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7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妆印水光澎澎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48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03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亮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05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套瓷肌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07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1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VO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OVO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OVOIR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2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SALAND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54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头皮凝脂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5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多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1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木秀晶透遮瑕裸妆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3
广州美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力宣言·粉润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粉润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力宣言·粉润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生密码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7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秀发闪亮香水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8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ORHEAL绒雾嫩颜丝滑粉底液（嫩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绒雾嫩颜丝滑粉底液（嫩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绒雾嫩颜丝滑粉底液（嫩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芝灵鎏金繁星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6697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Mara Karo胡萝卜素健康口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01
广州玛拉卡罗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芮宝丰唇诱惑幻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02 广州吉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EFEI 凡士林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0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幻魅水润持妆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0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奈儿绒情挚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1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倍润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14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芝灵子弹头眼影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23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倚后 邂逅柔情女神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邂逅柔情女神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邂逅柔情女神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四维营养手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3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多肽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
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51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信堂焕亮青春套-青春修护冻干粉+青
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52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丽嘉尔蓝铜美肌套-蓝铜肽冻干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55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信堂素颜活力套-美颜修护冻干粉+时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56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修堂双层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60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清新水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6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虾青素润颜抗衰冻干粉+润颜
抗衰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66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76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蜜斯拉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78 广州赛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86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88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多肽深层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7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0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16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17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 植萃清源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1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1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保湿洁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保湿洁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保湿洁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岩 臻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6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岩 臻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29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博瑞姿植物精华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32 广州洪恩贸易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34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35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秀坊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芦荟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66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博瑞姿水炸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72 广州洪恩贸易有限公司

蜜惑海洋奢养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73
广州新聚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RIWENMUA日吻逆龄雪燕胶原肽凝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78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好竹竹萃叶酸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80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酒粕嫩滑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82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木秀薇雕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90
广州美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MDORN 瑾妆多重玻尿酸聚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89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YHYA欣熙雅雪肌亮颜安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0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嬷嬷宝寡肽水感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3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 Riaz紫茉莉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4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牛在哪程序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5 广州市牛在哪软件有限公司

maymex 美美斯 玻尿酸臻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7
广州美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ymex 美美斯 植萃活肤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8
广州美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ymex 美美斯 多肽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09
广州美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玺鱼籽精华凝时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12 广州轻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薰衣草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七子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井秀米糠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4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方井秀米糠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4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方井秀米糠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4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兰都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5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爱家缘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爱家缘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爱家缘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68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ACTISKIN美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7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TURELY露初莱 温泉水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81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修护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8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普琳科普琳韵美套-科普琳韵美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87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东田溢梦臻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88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营养护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营养护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营养护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奢颜焕颜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6999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宠爱肌秘多效修护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06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07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臻颜美肌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臻颜美肌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臻颜美肌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岩 臻润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18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敷mu fu 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20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甜橙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薰衣草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
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天竺葵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
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迷迭香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
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尤加利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
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依兰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3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5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6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REBOR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REBOR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REBOR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REBOR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4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K-BT逆龄肌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5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魅丽嘉尔柔皙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57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美皙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7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印木梵康佳人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73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舒缓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7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精粹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7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蓓弥丽鳄鱼油净颜修护吸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81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多肽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岩 臻润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3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岩 谷胱甘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4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赋活净
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赋活净
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颜冰清 清肌净化管理套 清肌赋活净
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0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0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0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0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舒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09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舒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10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3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氏佳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36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束岩 精华原液（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0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荔丝 头皮润养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润养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润养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岩 臻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4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梵皙植物净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55
广州瑞科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艾彼迪芙玻尿酸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62 广州凯荷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青蒿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6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青蒿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6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格丝青蒿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6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烟酰胺多肽焕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69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Magic Cube玫瑰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人参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茗媛百草金膜丽秀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2 广州华医堂药业有限公司

婉瑜御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御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御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GXIN童歆金纯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ONGXIN童歆金纯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ONGXIN童歆金纯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优裔活力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89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裔欣养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0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裔润为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3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佳人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优裔宝盛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5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671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籽亮泽祛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03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精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0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万益元娇怡春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娇怡春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娇怡春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0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籽草本植物控油清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10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11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固元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18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疏通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19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玲珑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2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一念花开永恒净颜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2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念花开永恒净颜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2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念花开永恒净颜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2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玲珑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29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焕颜嫩肤套 焕颜冻干粉+焕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31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活肽驻龄美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38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疏通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0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流云秀眸眼线液笔YX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眼唇卸妆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万益元憬蕴夏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憬蕴夏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憬蕴夏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清润秋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清润秋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清润秋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赋活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3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万益元雪滋冬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雪滋冬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益元雪滋冬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奢颜修护粉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7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淡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58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细滑持久眼线液笔YX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6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氧奢华定制套 双分子玻
尿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7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氧奢华定制套 小分子水
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7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修颜妆前乳DR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7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VLUNSKIN 水氧奢华定制套 纳米赋活
液+肌肽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78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曼欧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修颜妆前乳DR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修颜妆前乳DR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媛鱼籽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5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清透无暇粉底液DF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VLUNSKIN 水氧奢华定制套 苹果水氧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8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清透无暇粉底液DF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9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闪耀多效眼影粉YF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29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曼欧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闪耀多效眼影粉YF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0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媛控油清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2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初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3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莱亚深海鱼子精华祛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41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金箔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裔月宁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57 广州和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秀坊玫瑰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玫瑰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玫瑰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达芬收缩毛孔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塞拉菲娜焕颜补水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8
广州塞拉菲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皇御古方衡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7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丽嘉尔柔皙润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84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诗秀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87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多效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38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岩 臻润植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05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0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0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0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植萃蕴能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12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奢颜修护润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17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绘红颜修护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24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江悦色滋润修护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25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AUTCARE伊蒂凯儿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26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源5D立体动感凌动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30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多肽清润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3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舒柔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40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焕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焕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焕彩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水嫩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水嫩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水嫩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黄金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洛神花紧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洛神花紧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洛神花紧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胶原蛋白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
净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烟酰胺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7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纷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HVLUNSKIN 寡肽修护专属冻干套 寡肽
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中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7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寡肽修护专属冻干套 精纯
修护摇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78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寡肽修护专属冻干套 寡肽
修护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7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甘草精-舒缓套 甘草精-舒
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0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毛孔紧致-精华液套 毛孔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1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甲壳素-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2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传明酸-靓肤套 传明酸-靓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玻尿酸-水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寡肽-零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马鞭草-水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8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畅想温变口红CW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9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姿动感清爽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94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姿动感清爽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49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炫亮定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0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茶夫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05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亿元棠滋养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08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纷神经酰胺安肌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奈佰丽酷黑深邃持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13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neforone烟酰胺青春小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1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neforone烟酰胺青春小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1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茶夫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18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李茶夫氨基酸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0
广州市广运塑料包装制品有
限公司

紫妍堂温馨思蜜液套-温馨思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妍堂温馨思蜜液套-温馨思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妍堂温馨思蜜液套-温馨思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3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瑜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婉瑜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YAOESSENCE下舒元扶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37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伊堂藏源沐足套-藏浴沐足粉+藏浴沐
足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42
广州市众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澜源5D立体动感凌动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43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雪肌焕妍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44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YQL持久丝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5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薰衣草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薰衣草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薰衣草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MIB 艺术拉线眉笔（带眉刷）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72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77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畅想温变口红CW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7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JENNY蛋白保湿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597 广州丹爱露日用品有限公司

集修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02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昌纯珍珠丝滑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珍珠丝滑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珍珠丝滑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NGLONG 金惠堂蜂胶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08
广州市苍珑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瑞达芬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1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晋颜玉妮轻盈致美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20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雪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2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鎏金纷泽滋润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29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钻石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0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ESSENC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ESSENC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ESSENC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ROYAL JELLY PEPTIDE ESSENCE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 ESSENCE芳香补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 ESSENCE芳香补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 ESSENCE芳香补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 ESSENCE芳香补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蒂奈儿雾色哑光棒棒唇釉（NO#1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雾色哑光棒棒唇釉（NO#1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雾色哑光棒棒唇釉（NO#1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复合海藻丰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复合海藻丰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UM BY KERR复合海藻丰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EY千人千色双色口红唇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3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口红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EY千人千色双色口红唇膏-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5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柔润雾感口红NO.6697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润雾感口红NO.6697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润雾感口红NO.6697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4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吻轻甜唇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3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1#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1#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1#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29#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雅韵至臻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色木果唐色口红柔情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5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色木果唐色口红权贵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DZP魅影鎏金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6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多层滋养补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多层滋养补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多层滋养补水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0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维他命E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维他命E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维他命E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1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橄榄油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橄榄油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 Ting 娜婷橄榄油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73
广州市红地球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轩堂桂花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80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温感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8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GV植萃倍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85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蜜糖护唇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92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倾慕魅色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96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保丽浓彩绒面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97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玛咖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69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QYSC充盈靓肤修护套-充盈靓肤冻干粉+
滋养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33 广东纤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 丽人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4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丝缇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47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丝缇娜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48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森康氨基酸酵母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63 广州愫色护肤品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6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6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65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妆国肌瓷肌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768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卡黛FAKADAI纯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894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89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胸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897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胸部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898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淋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899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00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妍妮蓝铜修护套蓝铜胜肽冻干粉+蓝
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RYAOESSENCE下舒元扶阳微精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15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YAOESSENCE中上舒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16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1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1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19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isamen Licorice Extract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Licorice Extract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Licorice Extract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BEAUTCARE伊蒂凯儿艾地苯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23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董一 珍珠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2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佩翘封面紫苏洁净养肤卸妆水
NO.H1237-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紫苏洁净养肤卸妆水
NO.H1237-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紫苏洁净养肤卸妆水
NO.H1237-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烟酰胺洁净亮肤卸妆水
NO.H1237-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烟酰胺洁净亮肤卸妆水
NO.H1237-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烟酰胺洁净亮肤卸妆水
NO.H1237-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深层吸附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卡黛FAKADAI柔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5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紧致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39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水漾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4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莲睿柔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玑纯式玫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53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控油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58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渡颜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60 广州君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2紫）配方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69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1绿）配方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71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 蓝铜胜肽玻尿酸蘑菇气
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73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恋诗花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75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0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皇后水光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7995
钡鑫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赫婷润肤留香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5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婷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沃媞艾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1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丝慕清透无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1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轻薄无痕遮瑕液DZ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3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薄无痕遮瑕液DZ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3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ETEMENTS高清裸妆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33
广州唯特萌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恒生密码晶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3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3#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39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2泡泡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2泡泡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2泡泡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1水漾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1水漾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柔光泡泡水隔离霜01水漾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之初缤纷星耀彩妆套盒-流光溢彩六
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57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渡颜黑玫瑰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58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唇膏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唇膏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迪可迪奥两支装唇膏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一沙棘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68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一 蜂蜜深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69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ILAYA斯莱雅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75
广州莱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XINGFU莱幸福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76
广州莱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NYER莱奈儿甲油胶（棕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77
广州莱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XINGFU莱幸福甲油胶(粉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78
广州莱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KNK多用途眉眼化妆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01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保湿舒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保湿舒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护理综合套组 头皮保湿舒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2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曲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42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45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好竹竹萃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49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fen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玻尿酸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5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多肽水光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纯樱花晶闪弹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79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女人香香氛倍润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18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可美 黄金恒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04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挚爱深邃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14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芝颜神经酰胺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17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丽梦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梦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梦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梦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梦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梦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水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3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32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葡萄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3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葡萄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3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娃伊姿葡萄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3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益康活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48 广州紫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蜕苹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57 广州奢蜕化妆品研究中心

荟仙芝培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培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培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净畅清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首莱养发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4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春纷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蚕丝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蚕丝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香都瓷肌蚕丝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脱·凡 面部线雕管理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85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爱秘语净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90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木梵康开元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292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靓颜美肤精华霜（新）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0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和草本活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08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益康玫瑰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09 广州紫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澄鲜 玻尿酸原液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23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鎏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25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莲睿轻盈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域外正和堂紫苜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域外正和堂紫苜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域外正和堂紫苜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莲睿柔嫩美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玉熹缘臻美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56 广州玉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臣水光镀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6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臣水光镀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60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氨基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61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零约束净颜修护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66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完美玻尿酸冻干粉水漾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70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瑟山羊奶醒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75 广州粉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冻干粉+智萃凝嫣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79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冻干粉+科妍盈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冻干粉+蕴亮沁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3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婷寡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4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塞拉菲娜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多
效修护溶媒液+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6
广州塞拉菲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纷秒柔清爽亮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7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纷秒柔清爽亮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7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纷秒柔清爽亮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7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晚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9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格格驾到寡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399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18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18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18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20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24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锁龄美 植萃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31 广州市添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锁龄美 植萃臻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34 广州市添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莲睿柔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YUEBΛOLΛI悦宝莱美肌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6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欧碧滢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碧滢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碧滢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媛焕颜时光紧致奢宠套焕颜时光紧
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6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姿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68
广州市惠亿多美容仪器设备
有限公司

京美乔沉香舒乐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69
广州靓美莲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瑾曦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72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卡黛FAKADAI美肌透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73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妍馨美活力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78
广州媛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胜美 决明子活力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华胜美 草本亮润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IN PARFUME轻盈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N PARFUME轻盈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N PARFUME轻盈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普瑞派拉  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瑞派拉  产后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韵天使产后修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女性呵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洛菲 海藻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92
贝洛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宠爱肌秘焕颜鲜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95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4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植因亮肤套-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4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瞬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7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谜丽酵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谜丽酵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谜丽酵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 DOUDOU女皇朵朵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QUEEN DOUDOU女皇朵朵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QUEEN DOUDOU女皇朵朵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沁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3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芙蓉水漾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34
广州市静芙蓉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静芙蓉水漾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36
广州市静芙蓉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GEMDORN 瑾妆黑贡米备长炭焕采耀亮黑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5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洛蜜奢养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58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女性呵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6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宝 儿童椰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63 广州市惠芳日化有限公司
保宝 儿童椰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63 广州市惠芳日化有限公司
保宝 儿童椰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63 广州市惠芳日化有限公司
植美媛焕颜时光紧致奢宠套焕颜时光修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6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媄蝶恋舒缓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81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弹力亮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83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妮蓝铜修护套寡肽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8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焕颜时光紧致奢宠套奢宠焕颜嫩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9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卡黛FAKADAI臻萃焕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94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根苗水润修护调理鱼卵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59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水循环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05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滋瑞茉莉花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61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胜美 清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6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ACTISKIN水漾透润动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6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臻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70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谭氏熙妍   海泥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2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烫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烫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迪丝尼烫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轻透水感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9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曦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696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爱秘语平衡疏美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2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isamen Deep Moist Nutri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Deep Moist Nutri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Deep Moist Nutri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语草富勒烯颈部修护套盒-富勒烯柔滑
弹润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09
广州大美生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爱秘语康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14
广州仟圣凰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木梵康开元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1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伊莲睿柔嫩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嫩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SHESOURCE草本植物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39
广州妍素哲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世纪同仁婴儿薄荷热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1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愈道十八灵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2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臻极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后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5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isamen Repair Consolid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Repair Consolid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Repair Consolid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愈道十八娇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8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isamen Eijun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Eijun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Eijun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锦泉韵美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1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伊莲睿轻盈紧实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紧实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紧实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isamen Snail Moisturizing Emuls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Snail Moisturizing Emuls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Snail Moisturizing Emuls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O`RLG血橙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n Slightly Dark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Slightly Dark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Slightly Dark Beau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Hyaluronic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Hyaluronic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isamen Hyaluronic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美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美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美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阿姿美尔男士控油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5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元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6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7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元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68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益康活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80 广州紫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妍馨美活力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83
广州媛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妍馨美舒畅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790
广州媛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香氨基酸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0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WING SHAPE EYE MASK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WING SHAPE EYE MASK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WING SHAPE EYE MASK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新孕姿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舒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梓炫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1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琳达黑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黑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黑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丝特头发柔顺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2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THE SUN PRINCESS太阳公主精品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2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竹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28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续纯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0 广州鸿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植因亮肤套-亮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薄荷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4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茶树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5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丁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6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当归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杜松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39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茴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40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没药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4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罗勒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4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柠檬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5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生姜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56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葡萄柚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5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丝柏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59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松针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0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天竺葵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1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色冰爽舒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2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甜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洋甘菊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6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薰衣草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6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72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依兰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7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能量畅舒液+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7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恋诗花颜清透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80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竹葡萄籽焕采莹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81 广州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硕世狮王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88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女性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草集老姜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97
广州市彩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FsDon竹精华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9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FsDon竹精华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9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FsDon竹精华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89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羊胎素美颜精华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15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乐圣园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乐圣园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乐圣园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dy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ady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ady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蓝色海洋香水（蓝）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62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76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舒颜香芹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舒颜香芹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舒颜香芹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晶菁本草草本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3
鲸蓝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习惯有你臻颜滋润暖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7
广州倾城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贞流畅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流畅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流畅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9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恋诗花颜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8993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I比妮草本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BINI比妮草本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BINI比妮草本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比格妃 活性多肽修护冻干粉+活性多肽
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33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优肌源时光焕亮夜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4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FGMZIYRH范姿雅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66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炫亮活力菁华素+莱施哲炫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82 广州乐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德堂清痘调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89 广州广德堂药业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粉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09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维B5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维B5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维B5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2 广州乐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淡纹嫩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淡纹嫩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淡纹嫩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绣锦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09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UCU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赋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赋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赋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肌蜜焕采光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1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玻尿酸-补水套 玻尿酸-水
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2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瑟肌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27 广州粉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YIN古尹小棕瓶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1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轻羽四格空气蜜粉DSS02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迪珈氨基酸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熊果素分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宣妙语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8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T@BEAUTY植物凝粹修护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59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赫婷多肽酵母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5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肌肽净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67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肌底净肤
排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7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7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净透焕颜专属套 焕颜传导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7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透亮莹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SOO佰草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96 广州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杜鹃花-控油套 杜鹃花一控
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19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SL肩颈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01 广州市瑞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ZIGQ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0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婷蜗牛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11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诗仙妮肌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13
广州艾诗仙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羽四格空气蜜粉DSS01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ESLAB深层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3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依然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妮摩术胶原水晶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8
广州汇优名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曼欧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s Celus逆龄焕活精雕组合-精雕逆龄
修护冻干粉+精雕逆龄能量焕采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35
广州杨丽萍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然佰草 水凝倍润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41 广州然佰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逸柔活力菁华素+莱施哲逸柔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43 广州乐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喧水韵艺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46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酵母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52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花颜至舒缓调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55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至清爽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57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FANSEE兰菲丝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60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67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7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信妈咪舒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76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珂曼欧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2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浓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1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锐佳女王清畅舒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3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ЙTAH  СМОРСКИМИ ВОД
ОРОСЛЯМИИ ДРЕВЕСН
ЫМ УГЛЁМ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ЙTAH  СМОРСКИМИ ВОД
ОРОСЛЯМИИ ДРЕВЕСН
ЫМ УГЛЁМ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ЙTAH  СМОРСКИМИ ВОД
ОРОСЛЯМИИ ДРЕВЕСН
ЫМ УГЛЁМ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三朵 荷叶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8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PESELI厚希酷男约会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酷男约会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酷男约会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0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a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锐佳女王润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30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锐佳女王香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31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润轻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神经酰胺娇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神经酰胺娇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神经酰胺娇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钻石女王晶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钻石女王晶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钻石女王晶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细嫩柔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94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净颜炭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95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控油净爽去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96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妆瑟肌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397 广州粉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AS 特护晶冻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特护晶冻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 特护晶冻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汤姆逊炫彩温变唇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27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芬妮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颜印记手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植萃舒缓套组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39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植萃舒缓套组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40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4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诗妍可溶性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46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格丹妮密罗木赋活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57
广州菲诗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优宜多肽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58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聚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61 广州慕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零约束净颜拉丝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69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AESLAB莹润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498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rDust三色黑玫瑰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61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丰盈魅惑唇釉/唇膏-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8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水润盈泽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90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97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亚新芭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98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唯亚沐斯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9599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唯亚樱谷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00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唯亚亚美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03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AESLAB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05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檀香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3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诗妍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40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奇迹老姜韧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45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莲睿轻盈柔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柔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轻盈柔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莲睿柔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69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媚儿舒颜洁肤卸妆蓝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740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 头发免洗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74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海洋劲能倍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69776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小灯泡亮肤粉底
液002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9798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小灯泡亮肤粉底
液0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69799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魅儿黑珍珠滋润修护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23
广州市白云区百纳施魅儿美
容美发产品经营部

首莱养发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33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35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36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水漾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38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多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39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京玉颜.青春逆龄养颜套-养肤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45
广州叶嘉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京玉颜.青春逆龄养颜套-养肤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46
广州叶嘉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雅·美姿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5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5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69856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氨基酸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59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BOSO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雅·美姿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缤纷星耀彩妆套盒-轻奢流云眼
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4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缤纷星耀彩妆套盒-星眸大眼睫
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5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缤纷星耀彩妆套盒-立体魅惑3D
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66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雅堂 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克拉熙和均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0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VOGUEANDGRACE奢华自动旋转眉笔（04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10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幂亮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亮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亮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1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VOGUEANDGRACE奢华自动旋转眉笔（02
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14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幂多效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多效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多效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多效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多效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多效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木本水源 玫瑰花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4 广州酵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伊韵盈柔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6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伊韵盈柔柔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2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美丽人生香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35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金发女郎香水（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36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索梵薇丝光卷俏弹力素乳液（盈润恒
卷）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3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丝光卷俏弹力素乳液（弹韧倍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3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姿丰盈卷俏活力动感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39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持久盈润魅卷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4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普吉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49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羞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150 广州优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绿茶花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茶花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茶花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剿巢i淘植物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植物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植物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ZU CBB晶致珍萃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08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minuo美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美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美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ICHUN富勒烯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ICHUN富勒烯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ICHUN富勒烯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18 红藏红花养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4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完美牛初乳鲜嫩雪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49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诗妍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2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爆润精华护手霜
（爆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爆润精华护手霜
（爆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爆润精华护手霜
（爆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悠卡娜深海胶原蛋白水感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5
广州市柏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tfQ10富勒烯滋养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58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可丽人 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水润透嫩香水手霜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纷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人贝天然死海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75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御美芝提拉紧致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80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扮梦宣颜精致易画自动旋转眉笔（04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91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氏JIASHI甜橙水润滋养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9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甜橙水润滋养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9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甜橙水润滋养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29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瑜黑金鱼子酱活力套组-黑金鱼子酱
活力倒膜+黑金鱼子酱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01
广州老名唐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籽亮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06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纤膜海洋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08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花妍纤膜洋甘菊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12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眼雕大师至臻靓眸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14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婕氨基酸按摩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0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纤膜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2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朵完美马鞭草酮迷迭香补水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4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语草富勒烯颈部修护套盒-富勒烯细致
修护颈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6
广州大美生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语草富勒烯颈部修护套盒-富勒烯沁润
嫩滑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7
广州大美生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温养固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妤净痘舒缓头皮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29 广州兰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萃季玻尿酸补水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5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植物酵素空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51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臀部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5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臀部养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臀部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临虾青素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2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媛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润肤雪肌焕颜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6
广州生命一号大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生命壹號雪肌焕颜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67
广州生命一号大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YOUCOPIA The Growth Beard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OUCOPIA The Growth Beard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OUCOPIA The Growth Beard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OUCOPIA The Growth Beard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臻.帝美臻萃肌源修护组合肌源修护冻
干粉+肌源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1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  凝肌焕颜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394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奢养美肌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07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奈琦冻龄生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10 广州华南制药科技有限公司
舒尔滨富勒烯唤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17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任性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20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美娜密旋风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30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3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渡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35 广州养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丽雅海藻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37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澡王世家茶花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0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澡王世家酵母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1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大米精华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大米精华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烘大米精华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恋诗花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48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菁纯靓颜修护套-菁纯靓肤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1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3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菁纯靓颜修护套-菁纯多肽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4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菁纯靓颜修护套-菁纯靓肤焕
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5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菁纯靓颜修护套-菁纯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叶绿素修护冻干粉+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57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渡寡肽-5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60 广州养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绒密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绒密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绒密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水漾透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48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可美牌焕颜净彻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02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堂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20 广州市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靓颜素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22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丽雅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41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费尔菲斯 清滢倍润洁肤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42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DRYAOESSENCE宗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43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时光焕亮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48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善婷多肽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5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6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6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6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66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莉莲萌兔聚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73 广州兔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7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7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品香芬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7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御研堂安肤缓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安肤缓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安肤缓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安堂风姿娇韵套组-风姿娇韵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风姿娇韵套组-风姿娇韵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风姿娇韵套组-风姿娇韵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温润滋养套组-温润滋养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温润滋养套组-温润滋养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温润滋养套组-温润滋养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肩颈舒缓套组-肩颈舒缓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肩颈舒缓套组-肩颈舒缓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肩颈舒缓套组-肩颈舒缓草本植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天然植物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8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控油酷爽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控油酷爽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控油酷爽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樱花亲肤小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92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eplant柏草日记多肽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599 广州亿海贸易有限公司

VEIDEN SERIE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36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4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一堂御养舒缓草本精油A2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48
广州百草敷美容养生有限公
司

MANFEI蔓菲奢养美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49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美娜名模奢华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50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轻盈丰润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5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玫瑰喜马拉雅山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6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孕之妮润纹修护腹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65 广州市紫雨商贸有限公司
TACUl蛋白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TACUl蛋白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TACUl蛋白多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研堂 生物酶酵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生物酶酵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研堂 生物酶酵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洋甘菊细致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7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Benji Garden本纪花园柔雾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0687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伊可爱六胜肽亮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1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左旋维C-焕颜套 左旋维C-
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38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液+冻龄蛋白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液+冻龄蛋白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冻龄蛋白线套盒-冻龄蛋白精华
液+冻龄蛋白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
隔离乳 02#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73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肤玻尿酸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7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亿美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亿美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亿美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爵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5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Bellemystery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美堂红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红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红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SESHA仟色莎羽翼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79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04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妆十三臻草润养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18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缘富勒烯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19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石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2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熊果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4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柳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2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墨兰公主氨基酸净润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35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佰分佰富勒烯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富勒烯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佰分佰富勒烯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TTHSD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4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氨基酸山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氨基酸山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氨基酸山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控油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64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65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滋养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66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盈润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67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夜朗云燕窝赋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赋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赋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精华养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精华养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精华养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漠之光·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2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瓷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3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漠颜复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4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漠之光·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5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大漠之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6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沁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8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漠之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0899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漠颜复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00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5星空戛纳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74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皙植萃魅色奢润唇膏（YH06星空欲望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75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壵生姜原液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DUO膜朵洋甘菊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89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PLUX乳酸杆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93
广东独角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羲小分子肽保湿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94 广东群曦科技有限公司

梦诗丽水天后富勒烯焕彩奢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0999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润莲多肽臻养修护套-多肽润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0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恋诗花颜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4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雪轻盈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雅妆氨基酸巴厘蓝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氨基酸巴厘蓝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氨基酸巴厘蓝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紧致多效修护冻干粉套
盒-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4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海生素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18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颜神韵美肌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25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美人贝玫瑰精华死海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31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歌若拉草莓修护润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32
广州乔帮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精致易画自动旋转眉笔（02深
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46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娇俏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草本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草本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草本滋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道奢养六胜肽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60
广州市阿布登美容用品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卿雅堂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梓炫宫廷御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78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珺阁活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活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活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多肽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9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驻颜光女明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97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1098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HA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速妃娅紧致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42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妍记花漾丝柔气色腮红 （绯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53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漾丝柔气色腮红 （桃夭）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56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初姿赋活野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5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沐恋诗花语黄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70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漾丝柔气色腮红 （南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7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萱尼优品滋养透亮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74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臻皙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77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尼优品柔润保湿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197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尼优品补水舒缓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00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StarDust臻致丝绒哑光唇釉（4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02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无瑕肌透柔光CC修颜乳
（03黄）配方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0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尼优品水润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11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润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67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COPSPETIDE康普斯肽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双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68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82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8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似水芙蓉净肤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9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鳯韵保湿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298 广州凤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EY GLOW-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GLOW-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 GLOW-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0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柏安自然派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11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绿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绿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绿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凝颜嫩肤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KEN 亚婷雪肌玉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1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颈部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颈部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颈部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颈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颈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颈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汤姆逊蔗糖唇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39
广州市钜能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SIDUOLI斯朶利雪松植萃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6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斯朶利雪松植萃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6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斯朶利雪松植萃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67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多效水晶滢亮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74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角元素肽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7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角元素肽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7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角元素肽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7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穗焕颜美肌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79 广州泽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爱欲之巅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384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语自然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2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仙芝培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培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培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玫瑰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29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迷迭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31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习惯有你多肽抗衰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39
广州倾城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微懒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52 广州印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微颜神韵美肌提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55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禾本源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57 广州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Magic Cube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7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轻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0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璀璨清颜珍珠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ZS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489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乳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4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萍水美妆氨基酸莹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萍水美妆氨基酸莹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萍水美妆氨基酸莹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檀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习惯有你植萃精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09
广州倾城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靓颜美肤精华液（新）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1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曲小黑表皮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表皮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表皮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柔焦童颜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52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知言多效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53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玑舍牛油果倍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60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京玉颜.青春逆龄养颜套-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576
广州叶嘉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NUON蒂诺尼润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08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莉莲萌兔菁颜焕亮收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11 广州兔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珞泡泡滋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14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色豹纹印章气垫霜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1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秋色豹纹印章气垫霜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2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澳洲羊胎素5D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24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ZS烟酰胺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25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色邂逅  去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1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1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臻致丝绒哑光唇釉(NO#1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T@BEAUTY植物凝粹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73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采草本红石榴润泽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75 广州卉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吻蓝铜胜肽手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77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粉色邂逅  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78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肩颈舒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69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安奈雅小颗粒细海藻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01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19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1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12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松果体醒肤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醒肤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醒肤能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18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3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松果体清肌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清肌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清肌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16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26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23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3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细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3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20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34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恋爱唇釉 325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35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kel贝比蔻口红套装薄雾丝绒唇膏 
BK004石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48 广州明治良品商贸有限公司

DKa.i倾慕之吻双头唇釉金棕色+古铜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64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Ba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67 广州颜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美尔 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74
广州以美尔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蕴泥坊深海氧气亮肤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7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杉泉蛋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79 广州闺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国风花迷净颜卸妆湿巾（梅
花）NO.H1238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国风花迷净颜卸妆湿巾（梅
花）NO.H1238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国风花迷净颜卸妆湿巾（梅
花）NO.H1238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X-Cell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797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3S#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3S#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茉萝卜丁口红503S#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1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双头炫彩恒润不沾杯口红套组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波菲尔魅惑红唇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5
广州波菲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菲尔魅惑红唇口红（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6
广州波菲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菲尔魅惑红唇口红（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7
广州波菲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菲尔魅惑红唇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28
广州波菲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见玫好玫瑰植萃水润锁色口红 - 初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34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美茯苓纯净植物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4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美茯苓纯净植物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4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娅姿香水型鱼子酱沐浴露(蓝风铃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47
广州思涵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诗娅姿香水型鱼子酱沐浴露(蔚蓝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49
广州思涵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莱沃媞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50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慕牛奶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牛奶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牛奶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安臣生姜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60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洛蜜水感透亮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82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X-Cell多肽夜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91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DRYAOESSENCE宗元扶阳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92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Cell臻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93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X-Cell臻颜夜间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898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X-Cell臻颜鎏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01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X-Cell臻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02
广州市宙斯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春纷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2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GFUHULI HL PLAN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25 广州光和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VEIDEN SERIES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26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27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28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维C净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35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兰炫  玻尿酸补水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45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4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海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5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海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5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叁壹肆海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5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植控柔光轻雾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58
广州天姿如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英菲蘭朵魅影焕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61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OCE单色腮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7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蔻的玫瑰雪嫩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73
广州市海蓓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OCE单色腮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7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珂馡妮泰国萌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75 广州雅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雅·美姿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81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湿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87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习惯有你银耳嫩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1997
广州倾城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肤玻尿酸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0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传奇彩虹 红樱桃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27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愈道十八花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31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花源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32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黄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41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臻研鑫·艾叶温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4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孕可美 黄金凝时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4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烟酰胺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玻尿酸水光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2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ACTISKIN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玫瑰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舒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舒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荔丝 头皮舒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67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悦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人悦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人悦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肌密日志玻尿酸水感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富勒烯幼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柳树与琥珀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7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杜松与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8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铁杉与佛手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8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鲁冰花与广藿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8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83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荨麻与野蓍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86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肤玻尿酸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卿雅堂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璐雅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伊璐雅多
肽修护冻干粉+伊璐雅透明质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099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02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妆虫草水润清透遮瑕粉底液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10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12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 冰肌净透温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17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C哥美颜粉底精华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21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卡黛塑颜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27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柠檬物语   眉毛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3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柠檬物语   眉毛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3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柠檬物语   眉毛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3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海洋劲能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海洋劲能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海洋劲能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8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以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以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以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妆虫草水润清透遮瑕粉底液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41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伊璐雅富勒烯玻尿酸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52 广州市朵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柔皙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53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仙妮紧致冻干絮套组Ⅱ型-艾诗仙
妮凝时紧致冻干絮Ⅱ型+艾诗仙妮凝时
紧致溶媒液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57
广州艾诗仙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OOLEE佑丽睛采自然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62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YBY晶彩光炫魅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6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BYBY深邃盈亮闪耀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6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DUKAN Moisturizing Shower 
Gel(H016001-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1 广州渡看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MAKEUP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UP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UP玻尿酸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仙妮紧致冻干絮套组Ⅰ型-艾诗仙
妮凝时紧致冻干絮Ⅰ型+艾诗仙妮凝时
紧致溶媒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3
广州艾诗仙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密日志蓝铜肽安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眼冰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植美诗自然持久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茶花之谜养肤
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7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肌倩酒粕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80 广州韵扬商贸有限公司

植美诗黑亮持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8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SIWFAN 詩薇梵明眸亮彩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85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玻尿酸补水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9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SIWFAN詩薇梵焕颜亮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97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媄栢芬花颜悦色沁滢套盒花颜悦色沁
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199 广州蕾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DUKAN Moisturizing Shower 
Gel(H016001-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00 广州渡看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MiSiting超模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10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MiSiting细速眼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11 广州中琰贸易有限公司
时尚小屋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16 广州妍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23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肤玻尿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2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肤玻尿酸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3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幂冰肌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冰肌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玫瑰特润保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3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仙妮修眠肽紧致冻干粉组合Ⅱ型-
艾诗仙妮修眠肽冻干粉+艾诗仙妮修眠
肽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46
广州艾诗仙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印木梵康肩颈舒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47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肤媄栢芬花颜悦色沁滢套盒花颜悦色沁
滢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0 广州蕾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营养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3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悘肤清尘Y-024美肌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4美肌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肤清尘Y-024美肌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芭菲名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纹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62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简汉方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66 广州立简贸易有限公司

泊松松果体养护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养护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养护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27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养元康焕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303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IS×PROFESSIONAL SKINCARE美润保
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2
广州相觅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5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5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5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6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6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6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8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8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ulin炫彩雾面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8 广州羽霖化妆品有限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21复古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2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12干枯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23橙红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朔之镁青春时光尊享套-青春时光冻
干粉+青春时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9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7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38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40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4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41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43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uly Mood丝绒哑光口红 M06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44 广州百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11上世纪童
话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10澄静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媄栢芬花颜悦色沁滢套盒花颜悦色沁
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3 广州蕾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8亡灵序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6幻想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健美TAIJIANMEI 人参保湿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7
广州亚当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5秋日私语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2少女的祈
祷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5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媄栢芬花颜悦色沁滢套盒花颜悦色沁
滢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0 广州蕾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星耀鎏金口红CJ628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星耀鎏金口红CJ9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婕露絲 皙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5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01呛口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YOTIME素颜季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QL纯魅小金条口红 N°18葡萄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7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3浅咖
啡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3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6灰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5灰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6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2深咖
啡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眉来眼去细芯小眉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68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丰盈魅惑唇釉唇膏-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0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兰朵炫色丝润恒彩唇膏 #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08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缇兰朵炫色丝润恒彩唇膏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09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缇兰朵炫色丝润恒彩唇膏 #棕调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11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缇兰朵炫色丝润恒彩唇膏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14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2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2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2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丽娜魅惑雕花滋润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3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雪粉漾倍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42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奈尔水润魅力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46 广州优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4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8#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6#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4#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5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沐恋诗花颜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2786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ANE ME女王珍藏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8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ANE ME女王珍藏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8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ANE ME女王珍藏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28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雪缘水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2860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TURAL自然束水光莹润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289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伯美人纯凡士林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REDPOLE-POMADE-NO.2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2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REDPOLE-POMADE-NO.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REDPOLE-POMADE-NO.3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04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朵尕泊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 Nail 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6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 裸透持妆粉底液 3#油性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49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裸透持妆粉底液 4#油性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3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Ka.i微脸焕颜粉底液象牙白+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58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时光焕肌赋活套-时光焕肌奢
养液+时光焕肌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7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NIGEL Nail Gel Polish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76 广州悠丽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DKa.i防水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81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E HONE亮闪高光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299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1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水漾控油定妆散粉DS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1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水漾控油定妆散粉DS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2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粉乐购逆龄瞬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28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春暖花开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温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温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温补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婗坊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43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焕颜青春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51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透亮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57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透亮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57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透亮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57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透亮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57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诗琳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5
广州萱诗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澜朵晶璨皙颜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6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艺作金蓓肤嫩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87
广州市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左二梅燕窝补水透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93 广州妆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MOEGEL甲油胶（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SMOEGEL甲油胶（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30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物之本草本护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02 广州国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佰珍堂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氏JIASHI氨基酸植萃清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1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feier朵 菲·儿睛彩塑型防水双头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5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女人香滋润修护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小黑裙维生素E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2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萌缌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水润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59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GQ修护焕颜护肤套盒-六胜肽抗皱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61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羊胎盘素寡肽修护冻干粉
+羊胎盘素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67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娅柔顺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75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0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玫苏 提亮防护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1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hywha韩嬟牛奶柔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7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一金牌水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8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绶轩紧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绶轩紧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绶轩紧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雪缘胸部清舒保养组合舒缓净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6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胸部清舒保养组合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7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胸部清舒保养组合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8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胸部清舒保养组合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199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亿轩奢宝精粹油（一）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09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轻畅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0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奢宝精粹油（二）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1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奢宝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2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固尊宝韵秀舒畅御养套韵秀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韵秀舒畅御养套韵秀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韵秀舒畅御养套韵秀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肩颈舒缓御养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45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宫尚美玲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5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玲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5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玲珑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5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活力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5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茉熙祛黑头净油保湿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68
广州市妆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四季之韵青春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78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之韵青春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79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悘姿俪娜透明质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8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姿俪娜透明质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8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悘姿俪娜透明质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8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9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9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29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0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0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焕颜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05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07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卡丹诗线雕多肽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0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博娜丝 头发护色明亮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21
博娜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25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CIA娇润嫩肤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44 广州朵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坚果山茶籽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59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NOBISS重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6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QNSALI清孜丽石墨稀焕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73 广州合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兰妃牛油果营养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7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洛蜜香氛美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78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395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ΛIXINMΛY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0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轩丽 小苍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06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Awesome科森瓷白劲能强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07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头皮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16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妙龄姬 冰肌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19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2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ND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3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莎蔓头部净养双剂洗发组合-头发净
化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41 广州魅丽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脱·凡 面部线雕管理精华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46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SP芙然尚品葡萄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0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金盏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4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妮娜净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6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7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恋诗冰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8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FRSP芙然尚品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59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银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65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柏安调配基础液+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67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燕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74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薰衣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80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TASIN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87
北京菩塔信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首莱养发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90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奥柏肤焕颜壹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9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源轩丽 小苍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497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i-Softto玻尿酸B5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乳木果角鲨烷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VE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FEL彩光能量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6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小黄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7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SP芙然尚品芦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8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柏安茉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09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兰泉黑海盐高净润泡泡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1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莉米子茶树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芽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1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a 灯泡肌循环分层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2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魅幽兰珍珠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38 广州颜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阡彦秀妃子笑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妃子笑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妃子笑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4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想千人千色温变亮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56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PLUX全酵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57
广东独角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7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7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7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爱碧生舒颜净透面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72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吻 氨基酸香氛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88
广东禾稻正弘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可蕊姿蜗牛原液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91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蕊姿玻尿酸高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592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莹彩儿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04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彩儿青春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05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彩儿青春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06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之韵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07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AX3璀璨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2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DND焕美冻干粉+焕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63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菲之谜优肌多效肽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17
广州艾美莱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nePim多效修护御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26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清透焕颜丽萃眼部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27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精致塑颜赋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28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修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mu水氧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0 广州雨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mu胶原蛋白丝+水氧精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1 广州雨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mu水氧微雕粉+水氧微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2 广州雨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mu水氧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3 广州雨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逸素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素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逸素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草本祛痘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草本祛痘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草本祛痘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时间理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时间理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时间理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鱼子酱菁华臻致发膜+深海鱼子酱
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85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Champion烟酰胺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88 广州美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莉宝亮颜焕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亿莉宝亮颜焕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亿莉宝亮颜焕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阡彦秀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37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姿芬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04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纷向日葵滋养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0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柏肤焕颜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10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FEL彩光能量父爱之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1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彩虹之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1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释放活力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2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仕.滋养韵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2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仕.清润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27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爱青春长青春肽染露雪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28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仙芭侬细芯双头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40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甲油胶007 粤G妆网备字2019273856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COLD ME 盈润新肌原液1号；COLD ME 
盈润新肌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3961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2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燕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圣颜独魅 胸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7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 胸部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407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芝净极光晚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3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K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39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孕姿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孕姿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华侬老姜王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419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薏仁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1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水润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4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黑裙花漾肌蜜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4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臻皙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44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恋诗花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49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细纹修护驻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51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沐恋诗花颜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60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恋诗花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62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臻皙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73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来态度任性雪莲薰衣草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83
拾贰月生物科技服务（广
州）有限公司

莱丹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丹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28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胸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1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草本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1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格麗妍美肌净颜冻干粉套-美肌净颜冻
干粉+美肌净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18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23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沉香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1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茉莉花精油+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2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DE甜心漾彩唇釉 1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5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婧伊然瓷肌精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38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馨琳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小灯泡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小灯泡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小灯泡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娜莎舒缓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舒缓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舒缓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黄金蛋白线＋黄金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5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黄金肌肽蜂窝活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肌肽蜂窝活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黄金肌肽蜂窝活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12远离舞会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1玫瑰人生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9安妮的仙
境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3秘密庭院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4夜空的彼
岸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柔莹润口红CKR07高山少女
的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7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沣韵姿晶润精油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391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黛尔黑金轻奢红唇水感唇釉S203软番
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74402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诗黛尔
化妆品商店

涵媛清轻盈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403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媛清活力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405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岩 臻润原花青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417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媛清臻致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08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胶原蛋白球＋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0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清透美肌套-美肌护理液+美肌精
华液+清透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1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蔻青春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1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丝雾多功能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12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雾多功能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15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修护焕颜护肤套盒-壳聚糖修护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1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翎钰见爱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21 广州镭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修护焕颜护肤套盒-积雪草修护舒
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26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修护焕颜护肤套盒-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27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修护焕颜护肤套盒-壳聚糖修护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28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高光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倍护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倍护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倍护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顾乐稀舒缓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乐稀舒缓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乐稀舒缓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芝兰佰草精华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37 广州微园恒通贸易有限公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颜草嫩肌复妍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2-TIRAMISU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2-TIRAMISU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2-TIRAMISU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3-BROWNIE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3-BROWNIE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3-BROWNIE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4-OREO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4-OREO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4-OREO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1-HONEY COMB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1-HONEY COMB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纤细眉笔#01-HONEY COMB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5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活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活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活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嘉富勒烯多肽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91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植物菁萃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92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 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95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倾城 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595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浓密纤长双头睫毛膏A端+B端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0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植物菁萃高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01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玫瑰清沁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05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OYISI小忆丝女人香滋润补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08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WEILAIYA威莱雅 沁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17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数字鲜茸精粹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31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伊氨基酸丝柔润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3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钟艾樱花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37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双色塑形气垫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39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娜莎美肌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4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美肌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4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美肌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4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滋润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滋润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洋甘菊滋润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6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植物菁萃清新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76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植物菁萃水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77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植物菁萃高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78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玫瑰新沁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79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香薰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香薰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香薰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6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希角鲨能量肌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06
广州舒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珂诗妮黛氨基酸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07
广州漉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弥丽鳄鱼油修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1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 新生蓓蓓霜（水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1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卡娜延绵花香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19
广州市柏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所肤理 美容遮瑕双头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32
广州肌百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 美玻尿酸雾感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 美玻尿酸雾感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 美玻尿酸雾感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3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魅彩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40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姿 百多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5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玉雪缘美肌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61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人萱言香水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64 广州慕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匙臻颜雪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71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GEMDORN 瑾妆红石榴盈润水亮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7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9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9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9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翳斯·光顿奢宠晶透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798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晨特晨露冰肌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01 广州蜃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笙美生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06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RSAYTD富勒烯巨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09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笙美生物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10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迪水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11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斯缇雅绿茶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18
广州梵缇雅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兰迪时光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2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MMANI茹曼妮美睫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4
广州欧碑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抹茶补水透亮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抹茶补水透亮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抹茶补水透亮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娅涵舒柔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2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姿 凝时空焦点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43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 Magic Cube草本肽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4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4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多效
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多效
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卡莲娜草本植物精华洗护套装-多效
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宋宫银耳燕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宫银耳燕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宫银耳燕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8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雨堂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88
广州上于求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宠爱肌秘蜂王浆赋活紧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0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1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润莱六胜肽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89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爵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11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1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1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1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十二色银河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源泉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源泉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源泉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淇儿焕颜肌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2
广州伊美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牛奶去角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6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哑光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28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松佰健平衡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43
广州仟松佰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颜散草本珍珠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5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尤尼凯身体滋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60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雅佳植萃色乳液（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72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高雅佳植萃色乳液（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79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高雅佳植萃色乳液（极致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80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春氛 多肽胶原舒纹弹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81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凝时美眸眼部套睛采舒缓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83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凝时美眸眼部套滋润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4989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DE 持久立体睫毛膏70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06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VDE 持久立体睫毛膏7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08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2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蓓弥丽鳄鱼油润养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4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日吻益生菌平衡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58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浩轩臻爱 蛋白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5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 蛋白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5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 蛋白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5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OURCE OF INSPIRATION 灵感之源香水
（蓝风铃）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63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汇草舍黄金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67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kailijumei樱花光影星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樱花光影星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樱花光影星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5094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养肤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养肤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养肤原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鲜活容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鲜活容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鲜活容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焕颜轻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焕颜轻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焕颜轻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新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新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新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身媛活肤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10
广东得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戴美龄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13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REVISIO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25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ISION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26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熙润妍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38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EE FILLE深海泥净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2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黄金精华五套装-黄金精华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色陀罗黄金精华五套装-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色陀罗黄金精华五套装-水光高保湿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色陀罗黄金精华五套装-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宠爱肌秘鲜嫩焕活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49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童
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5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諾梵狄妮年轻态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76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伊零依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87 广州腾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伯曼 眼部紧致溶媒液+胶原多肽眼部
紧致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89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觅见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觅见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觅见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9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冰丽缘逆龄时光肌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5199
广州冰丽缘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莱伯曼保湿润颜溶媒液+胶原多肽润颜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16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按摩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1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千色鸟保湿修护玫瑰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19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 丽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汤之固果蔬酵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28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发即美hairbeauty净澈控油无硅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0
广州增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芬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语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2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特九九 羊奶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3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契蕾蒂密集修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4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密集修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4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密集修护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41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祖瑶小灯泡瓷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48
红头瑶（广州）健康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

肽之吻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5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多重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5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安婷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安婷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安婷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富勒烯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7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妮娜植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74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保湿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76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肤蔻青春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东方幻彩胭脂粉#1#豆蔻
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悠然草本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悠然草本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悠然草本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元倾城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3 广州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朵朵水光亮透微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288
恒米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纯净心灵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0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烟酰胺晶透焕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0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美肌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23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嫣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嫣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OLanFang植物美颜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27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37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37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37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ODDE歌曼迪活力美颜冻干粉+活力美
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48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MODDE歌曼迪活力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49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亿轩奢宝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50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奇士尼芦荟胶晶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54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56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SEPEV SHOCK臻致丝绒哑光口红-SBB5枫
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57
广州晨曦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59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0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1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韩婵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3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COLOUR CC2魔力小黑棒滋润型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5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康宜清胎盘素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
肌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康宜清胎盘素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
肌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康宜清胎盘素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
肌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6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肤典富勒烯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7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YS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81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国姿倾城哑光口红01沉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国姿倾城哑光口红01沉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国姿倾城哑光口红01沉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酷跑黑金不粘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91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宜清脐带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
修护冻干粉+脐带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9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康宜清脐带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
修护冻干粉+脐带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9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康宜清脐带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
修护冻干粉+脐带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9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ULCNL优淳玻尿酸多效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396 广州极地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冰钻晶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冰钻晶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冰钻晶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天锦绣鲤哑光口红08海棠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天锦绣鲤哑光口红08海棠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天锦绣鲤哑光口红08海棠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色艳唇魅哑光口红06胭脂绛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色艳唇魅哑光口红06胭脂绛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色艳唇魅哑光口红06胭脂绛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白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09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香凝凤鸣哑光口红09牡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香凝凤鸣哑光口红09牡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香凝凤鸣哑光口红09牡丹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掬水留香魅惑の吻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3
广州倾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FSHAPN暗香浮动炫彩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7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水活洁面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19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24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25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10霏夏浅嫣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女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女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女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11只若初见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男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男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双瓶闪光灯烟酰胺氨基酸男
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曼百草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百草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百草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6胭脂成血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4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5黑发尤物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4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9花间独酌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4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8一叶知秋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4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7复制回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4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3曲终人散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5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如泉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52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纯式氨基酸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54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博蕊魅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55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4桃羞美人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5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美雅山羊奶美嫩保湿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6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2沉鱼落雁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6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12风情万种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6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精博蕊多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71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紫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7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6土土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7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8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精博蕊舒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85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灡贵人婴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86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玉可黛驻颜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5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水活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7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肽之吻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549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东方幻彩胭脂粉#2#北山
秋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0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 morning依克多因保湿焕肤冻干粉套
盒-多效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18 广州海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典青春焕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23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天使之吻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2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妮娜植物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30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這漾白茶迷迭香洁面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31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玺纯波动微雕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3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绒雾面唇釉CCY01一抹红尘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3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臣氨基酸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39 广州澳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這漾蔓荆鼠尾草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40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這漾肉桂柚皮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41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這漾柚皮安息香洁面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46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OCE慕斯唇釉（哑光）307#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6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DAYS丝绒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74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格麗妍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589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這漾香叶天竺葵沐浴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06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天子烟酰胺男士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0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智妆玻尿酸卸妆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11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諾梵狄妮年轻态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12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玺纯微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14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這漾苦参薄荷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16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JIFAN'YAN纪梵妍男士劲爽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2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贞美富勒烯蜂王浆焕美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富勒烯蜂王浆焕美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富勒烯蜂王浆焕美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寧莱娜冻龄紧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2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這漾苦橙香茅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31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创美域美塑清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美塑清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美塑清润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3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亿轩姜艾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39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光匙臻颜雪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43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玉雪缘美肌呵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44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侯樱花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47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蜜斯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48 广州赛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茶树精油植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51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茶树精油植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51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茶树精油植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51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精博蕊尊宠御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56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SHERAO奢娆水凝清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64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S赋活紧致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6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赋活紧致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68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FAN'YAN纪梵妍男士劲爽醒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7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MJplus 男士多效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7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烟酰胺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8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雅山羊奶睡眠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69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冰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冰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冰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3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3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3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5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5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轻奢大理石口红（NO#5烂番茄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澳洲羊胎素5D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13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IBA茹斯芭富勒烯蛋白光感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14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主义  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1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S金箔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28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PINX-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INX-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INX-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3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9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4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HE SUN PRINCESS太阳公主肽元素修护
冻干粉+肽元素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42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7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4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RM恒久卓越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47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4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澈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6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5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雪缘美肌清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72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青春密码套透嫩童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74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青春密码套透嫩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75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雪缘青春密码套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79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汀海洋补水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85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颜肤宝清肌雪颜套盒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8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清肌雪颜套盒清肌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8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弗雷丹生物多肽修护套盒-生物多肽
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90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弗雷丹生物多肽修护套盒-生物多肽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92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L彩光能量三号彩光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9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雷丹生物多肽修护套盒-生物多肽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798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FAN'YAN纪梵妍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0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幂丝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04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海藻玻尿酸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海藻玻尿酸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海藻玻尿酸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臻颜润活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臻颜润活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臻颜润活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弗雷丹生物多肽修护套盒-生物多肽
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20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麗妍活性多肽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23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幂丝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27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妆香叶天竺葵平衡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28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舒黛丝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29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美丽邂逅柔情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3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路易经典万人迷润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48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LITING丹丽婷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51 广州世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瀚琪孟源泰和套均能赋活乳+均能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59 广州众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這漾薄荷迷迭香沐浴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67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闪赞氨基酸香氛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71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CDK雪肌凝乳蘑菇美颜霜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79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K雪肌凝乳蘑菇美颜霜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81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密日志烟酰胺晶透焕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8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雪缘青春密码套时光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88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L彩光能量一号彩光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9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二号彩光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9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复合肽弹力蛋白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5893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芝兰轻雾丝滑无暇气垫霜- 雾面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玉可黛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05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闪赞氨基酸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07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芷玉可黛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13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华侬 蚕丝蛋白新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2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璐嘉兰紧致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34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璇芙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3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康焕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38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秦方颜草本酵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40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臻亮净颜冻干粉套盒-虾青素冻
干粉+肌肽臻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CHIUAJ传即原石时初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IUAJ传即原石时初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HIUAJ传即原石时初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漫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佐漫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养元康秀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57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妮娜植物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61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嫔婷小黑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小黑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小黑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秀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64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臻美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70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蔻青春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7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歌烟酰胺香水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86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氨基酸双重深润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氨基酸双重深润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氨基酸双重深润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599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XU键盘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0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键盘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0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键盘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0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微懒紧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13 广州印趣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悠天兰神经酰胺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15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鱼姬星光焕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1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人鱼姬星光焕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1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人鱼姬星光焕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19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4绿绿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2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5蓝蓝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2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3紫紫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2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1橙橙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2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五色眼影02红红的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2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莉艾丝儿童倍护洗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34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Eurovmy水漾清新盈润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3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YH-Ⅱ库拉索芦荟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37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TANT PRETTY二裂酵母玻尿酸双效精
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45 广州小奢贸易有限公司

YH-Ⅱ库拉索芦荟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55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 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58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焕颜嫩肤套 嫩肤冻干粉+嫩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75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幼龄机密美肌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9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幼龄机密美肌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9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幼龄机密美肌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9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圣璐嘉兰氨基酸滋润轻柔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6097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美仕冷基头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04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华侬清透嫩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0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康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1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1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1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淡妆相宜花瓣靓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花瓣靓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相宜花瓣靓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妖美堂草本焕能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26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ESTOX黄金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31 广州赛微易贸易有限公司



ΛΜ0ìΛRY燕窝弹润无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3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玉可黛驻颜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42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妮娜植萃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43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瑞希清爽植物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45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 金盏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47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瑞希舒缓植物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52 广州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花青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7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养元康秀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2 广州卓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啪啪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7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雪墨妍上元净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8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尊宝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固尊宝幸福之源御养套幸福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X-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INX-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INX-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1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精博蕊多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01
广州奥丽源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0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0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0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季提拉紧致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1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汤液坊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养护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沐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5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初姿胸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6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胸部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滋养护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39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滋养护臀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40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柔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41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4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Ka.i玩转色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47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玥氏皙颜玻尿酸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0 广州妍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元倾城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4 广州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妃光透粉润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光透粉润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光透粉润BB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氧透 不死草深层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56
广州悦享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笙美多肽盈润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盈润修护冻干粉+多肽盈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262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 菲·儿光感柔肤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336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玫瑰补水粉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354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袪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364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古尔珐砂糖系初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376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BOSOMLOVE双头纤长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OMLOVE双头纤长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OMLOVE双头纤长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2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伊氨基酸滋养顺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23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KAGO玛珂信望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5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KAGO玛珂信望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5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RKAGO玛珂信望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56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束旅行装-胎盘素抗衰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7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74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7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龙血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8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龙血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8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孔雀石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8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8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晶莹透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8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9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人参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91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酵母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9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寡肽蚕丝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49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韵舍植简山茶籽清爽去屑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0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清透无暇粉底液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0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路易经典摩姿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23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路易经典专属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24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植精何首乌草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27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3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多重净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5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1#浅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持久雾感眉膏02-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持久雾感眉膏01-
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持久雾感眉膏03-
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佳生物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7 广州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谷生姜强韧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8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佳生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69 广州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GXIN童歆海洋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ONGXIN童歆海洋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ONGXIN童歆海洋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7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JS水光透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76 广州玛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灵感之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77 广州华君商贸有限公司
康雪颜丰盈保湿套（2）-透明质酸钠保
湿凝胶（2）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97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颜丰盈保湿套（1）-透明质酸钠保
湿凝胶（1）

粤G妆网备字2019276598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宁伈御养修护套组-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宁伈御养修护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宁伈御养修护套组-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易堂养元能量套-鼎易堂养元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09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养元能量套-鼎易堂养元秘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0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肩颈养护套-鼎易堂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1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舒畅养护套-鼎易堂舒畅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2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绮野姜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野姜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野姜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CHURSKIN酵母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48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双面小妖烟酰胺雪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面小妖烟酰胺雪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面小妖烟酰胺雪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4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希男士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厚希男士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厚希男士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婵净透柔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净透柔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净透柔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安娜冻龄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5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安娜冻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5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OCE草原双色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诗诺妃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5 广州梵琳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玻尿酸丝滑液体眼线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媛之魅倍润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69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筱花色健康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70
广州华邦传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DLN雅蒂莲娜深层滋养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73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滋润修护润唇膏CH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8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萃玫瑰精油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9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松果体滋养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滋养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松果体滋养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美时光焕颜溶解液+焕颜修护冻干粉+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10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VISION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14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金箔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15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爱肤宜还幼嫩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0
广州爱肤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亿轩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4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亿轩姜艾精华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5
广州傲雅威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代安娜冻龄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库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LUTURELY 露初莱燕窝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40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水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42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FEL彩光能量薰衣草修护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4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纯净之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4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IBAOBEI芦荟水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5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芦荟水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5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芦荟水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5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GUYIN古尹经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59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草本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6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经典大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4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滋润焕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滋润焕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滋润焕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赋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TING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7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富勒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富勒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富勒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童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烟酰胺熊果苷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79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渼丝·必停 中性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00 广州渼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莎蔓头部净养双剂洗发组合-头皮奢
润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08 广州魅丽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妃金纯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2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金纯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2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金纯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25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IBAOBEI牛奶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牛奶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BAOBEI牛奶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TЭKC HYDROGE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TЭKC HYDROGE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TЭKC HYDROGEL UNDER EYE PATCHES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棠妃润颜菁纯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润颜菁纯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润颜菁纯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36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止痒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止痒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止痒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童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童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童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米倍健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米倍健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米倍健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4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香氛二合一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59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佳生物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65 广州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原洋甘菊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71 广州一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nut果酸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76 广州润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韩如心薰衣草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87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如心玫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88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绾彩活力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89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菁纯钻石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11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莱迪丝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15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亮皙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亮皙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亮皙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宾姿·焕颜修护组-水润保湿冻干粉+水
润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47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草本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49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ST 洗卸二合一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50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5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5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刘亚萌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58 广州亚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妃弹润丝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弹润丝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弹润丝滑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68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兮玻尿酸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72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尔滨VC焕颜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73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冰男士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74
广州晨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琪菲蓝时髦女王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76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水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78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小灯泡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82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歌妮菲诗修护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89 广州馨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球首乌藤姜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97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魅丽嘉尔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魅丽嘉尔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69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柏肤美颜肌底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3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兰媛尚绣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EN VEGETATIV 睫毛滋润修护精华
套装-睫毛滋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舒婴儿防皲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19 广州樱舒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EBA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EBA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EBA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滢凡水润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24 广州滢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Clinik肌可丽乳木果手足皲裂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3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雪知初酵素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4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韵天使活力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4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49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唯莎梵蔻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54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COLD ME 盈润新肌透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55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5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5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5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迦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0 广州奇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形生物糖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1 广州花千嫣医药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粉蓝舒畅套 舒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优期暖护调理套 优期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崇原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艾叶能
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7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本草崇原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姜能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68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迪丝  三合一水解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植萃草本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植萃草本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植萃草本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6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 烟酰胺灯泡肌循环分层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78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婕美臻颜水润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83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形蛋白多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85 广州花千嫣医药有限公司
玺悦颜时光美颜套时光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86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迪时光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92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伯曼 胶原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099
广州天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
区环通生物科学有限公司

绾彩  氨基酸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0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迪丝  氨基酸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0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滴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滴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媛尚绣滴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 柔光恋肌轻感定妆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1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奥柏肤密集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1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6789 柔光恋肌轻感定妆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2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欧迪丝  复合氨基酸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2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草本舒润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7174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美尚多层次焕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23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旅行装-胎盘素抗衰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2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涵凝时美眸眼部套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45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华清颜多肽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6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F时代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74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81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睡莲弹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8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麗妍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298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思承梦亮颜美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00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紧致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06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IMOK活氧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15
广州市宁静致远商贸有限公
司

兰迪时光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22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蕾秀斯敦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2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蕾秀斯敦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2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蕾秀斯敦氨基酸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2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菡妙雪鲜润维生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鲜润维生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鲜润维生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RS.JD多重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4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莱迪丝青春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43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深层净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61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水活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65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XNALA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6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NALA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6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NALA粉漾倍润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6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本草崇原南姜北艾能量养护套-草本能
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73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自然束旅行装-胎盘素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8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89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皙提时光肌美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390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偲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01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睡莲弹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10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多肽元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1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丽缘水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好莱迪丝青春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40 广州莹彩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48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TESIDAI泉漾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49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形多肽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59 广州花千嫣医药有限公司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豹女郎星空炫酷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72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匠人生姜植物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80
美丽匠人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黛诗汀五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83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印象涵品六胜肽细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9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竺草堂草本量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49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迪水动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03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诗汀鎏金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19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福康腹部 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22 广州著顶诚商贸有限公司

木韵舍植韵山茶籽清爽去屑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3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米拉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83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养源平衡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84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RODO胶原蛋白轻奢裸感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86 广州柔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 灯泡肌循环分层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9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21天晚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59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光感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光感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烟酰胺光感润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韵舍植简何首乌莹润强根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25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莎梵蔻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38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玺悦颜时光美颜套时光美肌洁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43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时光美颜套时光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50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驻颜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5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唯莎梵蔻温和净化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2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韩碧泉富勒烯水光保湿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碧泉富勒烯水光保湿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碧泉富勒烯水光保湿小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茵妆多肽水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水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67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昌纯臻颜清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臻颜清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臻颜清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H-Ⅱ库拉索芦荟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81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蒂雅黄金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8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9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时光美颜套时光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95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恋云清润百合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97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吉福青春时光冻干粉+青春时光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698
暨合美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绿植茵子烟酰胺丝滑焕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0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初晨玫瑰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04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尚美美肌深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10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尚美蛋白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14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泊琳虾青素透亮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15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丽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2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金色陀罗黄金精华五套装-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3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菲牛奶柔滑摇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牛奶柔滑摇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菲牛奶柔滑摇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草臣双剂洗发搭档-②首乌滋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草臣双剂洗发搭档-②首乌滋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草臣双剂洗发搭档-②首乌滋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Eubazaar欧芭莎奇幻净透水氧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5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赏优活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57
广州市将来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芊尚美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58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恋云 金箔赋活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59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五珍弹力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晶嫩闪耀弹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雅山羊奶美嫩肌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7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美态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7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温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7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温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7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温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7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多效润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87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抚纹多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0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蔓菲奢养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2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5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积雪草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飘逸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0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飘逸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0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氨基酸丝柔飘逸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0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芊尚美美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02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少艾鹊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4 广州君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妮曼百草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百草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百草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沛 素颜美肤定格套-美肤塑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23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可纤丽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冻干粉+ 科妍盈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32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D安柔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3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净颜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34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黛诗汀 奢润靓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39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安娜纤细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0
广州朗泊然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卓芬薰衣草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薰衣草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薰衣草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亮彩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3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芬血橙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血橙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血橙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蕾丝多肽活肤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芬小苍兰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小苍兰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芬小苍兰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吉福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54
暨合美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玛莉莲萌兔 聚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55 广州兔窝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吉福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59
暨合美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红石榴水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6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沛 素颜美肤定格套-美肤塑颜紧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64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吉福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67
暨合美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赋活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68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驻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71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AZURA山水妤姿苹果干紧致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73 广州菲比化妆品有限公司

Neige 多醣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75
广州一光年医疗器械有限公
司

唯莎梵蔻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78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蝶沛 素颜美肤定格套-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81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泊琳富勒烯逆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83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碧泉寡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碧泉寡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碧泉寡肽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 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 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 水凝胶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8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Vivostar LIP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vostar LIP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vostar LIP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vostar LIP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uti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uti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uti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uti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桢奈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滋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希·思活能醒肤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TIFUL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6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吉福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66
暨合美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ETREY玫瑰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69
神农创科（广州）生物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BAYTIFUL HYDRATING SMOOTHING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71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TIFUL VITAMIN REPAI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7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TIFUL ALL IN ONE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7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7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CC Natural Seaweed&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C Natural Seaweed&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C Natural Seaweed&Milk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焕彩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焕彩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焕彩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多效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84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御方太康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79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氨基酸水溶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0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GLOSSIVA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OSSIVA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OSSIVA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OSSIVA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嫔婷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YTIFUL SILKY SMOOTH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ONGYAN氨基酸悦活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16
广州翘首以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荷蒂雅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2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韻海洋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26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韻黄金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31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娅蔻斯植萃海茴香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蕾丝光甘草定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丽缘童颜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尚美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49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祛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祛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伊儿婴儿祛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幻气泡酒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1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御方太康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培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二叶坊烟酰胺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60
广州宜生康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YTIFUL SILKY SMOOTH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6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娜蓝宝石柔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6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NGE′U补水自然蚕丝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7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诗妍神经酰胺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79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a 灯泡肌循环分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82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馨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84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束嫩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091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颜康·透骨草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00 广州安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魅芝兰净澈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05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芝然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惠芝然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惠芝然 舒缓修护补水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0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谷胱甘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1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清丽丝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1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幻茉莉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17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晚安曲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18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SMANZI施蔓姿黄金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25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皙钻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皙钻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皙钻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幻白衬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3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樱之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6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简美 熊果苷嫩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3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红参凝胶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43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形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形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UXU六色面具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六色面具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六色面具遮瑕膏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凯色丝滑精准眼线水笔#03 BROWN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16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贵妇人俏颜二号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27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雪肌玉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28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玉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29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浅表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0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果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1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天姿玉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2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光果甘草修护一号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3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贵妇人俏颜一号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4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焕颜一号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5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细致美肤俏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6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光果甘草修护二号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7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玉颜丽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8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滋润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39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沐惜天然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40 广州熙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尚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341 广州兰丁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醇烟酰胺焕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65 广州辰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70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滟之尚品雪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72
古方御康（广州）健康管理
咨询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盈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74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Fnatni弗兰缇蒂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75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巾果麗颜 奢宠丽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81 广州珩琦贸易有限公司

芊尚美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85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薇美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594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光匙臻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00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芊尚美多肽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07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唯薇美提升冻干粉+薇美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1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巨海奢宠多肽晚安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24
禅修阁（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肤泉寡肽焕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34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唯焕颜美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38
广州奥科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之晶采肌底精华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39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6热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6热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6热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1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1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花漾溢彩口红笔(NO#1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AROSH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AROSH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AVAROSH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5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insoo 木兰秀黑金口红（309玫瑰
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1
广州木兰秀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VOOX甜蜜樱花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2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嘉圆酸性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7
广州市娅添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這漾山茶本真之美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69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Caponiy卡珀尼亚萌宝双蛋黄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6 广州梵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Caponiy卡珀尼亚甜口番茄鸡蛋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7 广州梵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insoo 木兰秀黑金口红（305经典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8
广州木兰秀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奢润口红套装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ainsoo 木兰秀黑金口红（307传奇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80
广州木兰秀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尤一丛林鹿影美颜套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8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ainsoo 木兰秀黑金口红（306烂番
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90
广州木兰秀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Melainsoo 木兰秀黑金口红（308玫瑰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92
广州木兰秀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千色鸟缤纷烟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94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草元KANGCAOYUAN两面三效诱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95
全健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V.RX特拉夫口红 B022[拉夫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698 广州星悦药业有限公司

esxec梦幻蓝钻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1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圣方花漾润泽口红(橙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1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自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18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圣方花漾润泽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30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NyceMakeup彩虹高光粉双色腮红--双色
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35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圣方花漾润泽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42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6#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51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53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月奇迹何首乌黑亮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玖月奇迹何首乌黑亮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玖月奇迹何首乌黑亮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5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NyceMakeup彩虹高光粉双色腮红--高光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65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肌底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69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棠妃丝滑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丝滑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妃丝滑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71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苏米唇真浪漫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7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嫒可婷酸性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83 广州圆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蕾丝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95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3# 粤G妆网备字2019278796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无瑕修颜BB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无瑕修颜BB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无瑕修颜BB霜（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丝绒空气唇釉605#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18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洛摩菲海藻赋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27 广州鼎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曼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30 广州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源胶原蛋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37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 津兰熙光环赋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42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宝镁珍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44
驰越世纪（广东）新材料有
限公司

OCE 盈亮美肌玫瑰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6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鳄娇颜鳄鱼油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77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宫尚美草本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草本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草本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瑞佳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海洋冰晶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8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海藻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89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汤液坊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满康柔韧发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4 广州发满康理发有限公司
雪墨妍上元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89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冰点水光沙龙组
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11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冰点水光沙龙组
合-水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1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多肽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39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氨基酸洁颜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4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5#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也丝质韧性护发膜8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5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膜莜小分子胶原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65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肤蔻青春水润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6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WSS生物酵光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67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洛诗水光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68 广州思妍美妆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冰点水光沙龙组
合-水份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6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0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冰点水光沙龙组
合-水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1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花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U活能自然蚕丝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7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染颜水润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0
尚和美（广州）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感清透隔离霜(04#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净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赋活平衡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6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阁兰秀 亮采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89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阁兰秀 媚姿保湿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90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阁兰秀轻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8998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uth Breath  多效一体化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02 广州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束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07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润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34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真熙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37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rKa石墨烯生物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43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膜莜石墨烯生物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54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CirKa小分子胶原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57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首莱养发红景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58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契蕾蒂焕颜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焕颜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焕颜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DI澜迪素颜水感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65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CISSY MAGIC钻石笔杆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74 广州市娅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YUX闪钻晶彩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77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CISSY MAGIC水晶爱恋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79 广州市娅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ISSY MAGIC樱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092 广州市娅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盈透甜宠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11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夜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114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et柔光丝缎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02 广州爱丽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水润光感美肤套-水润光感美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30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水润光感美肤套-水润光感美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38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水润光感美肤套-水润光感美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39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水润光感美肤套-水润光感美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40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肌秘水润光感美肤套-水润光感美
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41 广州万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源灵动套-魅源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0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源灵动套-魅源植萃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1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源灵动套-魅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2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态美颈套-态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3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态美颈套-态美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4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纯臻爱套-臻爱植萃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5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纯臻爱套-臻爱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6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纯臻爱套-臻爱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7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态美颈套-态美植萃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8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影紧俏套-紧俏植萃精
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69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影紧俏套-紧俏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70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TCONMED魅之影紧俏套-紧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271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至臻清肌素颜套-清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09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色焕能净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12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水杨酸-调理精华套 水杨酸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1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双分子透明质酸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0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玻尿酸赋氧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1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肽能水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2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透明质酸交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3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肌底净肤排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4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活泉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5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多肽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26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VELOVE存爱富勒烯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32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gu复谷 康丝原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33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玻尿酸水嫩无瑕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WSS生物酵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51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贵妇素颜BB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贵妇素颜BB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贵妇素颜BB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UI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64
广州慕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蕾丝靓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YME 茉蜜恒彩魅泽圆管口红 #520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72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韻海洋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83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尚美无暇美肌修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84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悠然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悠然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悠然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39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HY沐基者胸部舒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06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HY沐基者肩颈舒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07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HY AB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08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HY B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0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HY O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10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HY A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11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紧致亮颜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23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妆国肌 漠之光·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29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姿养源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32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ZIGQ 氨基酸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59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GQ山羊奶多效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63 广州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浮生若梦光感水润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66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68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甘草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7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 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7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 柔肤平衡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7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玫瑰精油水凝倍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8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野蛮宝贝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85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锐佳女王清畅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93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AYIPEOPLE 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97 广州佳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蕾丝瓷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7949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锐佳女王紧致游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01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锐佳女王紧致提拉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02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锐佳女王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03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芷玉可黛驻颜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11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玉可黛驻颜凝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15
广州芷玉可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尚美靓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39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润HUAYANRUN舒活草本植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5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6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L彩光能量财运之星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8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艾贝儿 水氧奢华定制套 小分子水氧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87
和艾（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多丽亚何首乌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9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女士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9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5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活灵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舒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仙芝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2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依斯蓝莓多肽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29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小灯泡富勒烯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3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33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净化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3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NSALI清孜丽石墨烯焕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37 广州合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花旦血橙净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3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水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2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水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4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金盏花舒缓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FAN'YAN纪梵妍男士劲爽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札小新肌舒缓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智妆苿莉桂花弹润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49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盛誓扬颜控油紧致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3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慕札小新肌龙血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4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绮美一品赋活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肌密日志烟酰胺晶透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5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小花旦植萃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6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7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小新肌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80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小花旦透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82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肽嫩了逆龄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8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肽嫩了逆龄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86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肽嫩了逆龄金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8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肽嫩了逆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90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鳄基元鳄鱼油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9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小花旦光感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969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抗氧化葡萄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0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札别痘了茶树祛痘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0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OU FUTURE 二裂酵母臻养肌底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08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别痘了茶树清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1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倩纪绿茶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22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皮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2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settin黛诗汀烟酰胺亮肤保湿去角质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settin黛诗汀烟酰胺亮肤保湿去角质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settin黛诗汀烟酰胺亮肤保湿去角质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珺阁轻松畅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轻松畅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轻松畅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三井方程式三重玻尿酸原液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新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4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蓓弥丽鳄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慕札别痘了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37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41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昕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5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皮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5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昕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5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皮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5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瓷肌嫩颜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5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L彩光能量母爱之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6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烟酰胺美肤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62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恋云粉恋牡丹莹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0
广州花美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胶原蛋白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2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馫逸魔立柔魔力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5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艾贝儿 水氧奢华定制套 苹果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7
和艾（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FYM娇颜净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酷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7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ikeBeauty竹炭净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8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HFYM海百合防护乳（浅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美时光 肌初黑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85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旅行套装-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8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水份源醒肤活力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9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倍润水感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9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和艾贝儿 水氧奢华定制套 双分子玻尿
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96
和艾（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水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9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小黄瓜凝萃营养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7979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水密码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0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昔美束沁水双层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13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ZITING清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1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多肤光感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2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沁肌玉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27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琪儿美丽赋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2 广州伊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尤 魅力呵护调理套 呵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储仙堂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38
广州市储仙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淳迹奢宠水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芦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6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法蒂曼赋活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7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颜来舒缓柔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4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肩颈养护套-鼎易堂养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58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涂抹式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涂抹式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涂抹式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依斯蓝莓多肽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73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帝美臻皙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76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FYM摩洛哥玫瑰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7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帝美臻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79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帝美臻皙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85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颜丰盈保湿套（1）-修护溶媒液+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87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丝盈裸光粉饼DB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9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雪颜丰盈保湿套（2）-修护溶媒液+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96 广州雅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明眸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89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丝盈裸光粉饼DB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0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FYM润透保湿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0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驻颜光焕彩亮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06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草24K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07 广州嘉米奥贸易有限公司

HFYM瓷娃娃臻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1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依斯蓝莓多肽多效修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12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這漾野菊藿香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13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HFYM焕颜细致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2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形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27 广州花千嫣医药有限公司

彩韵莱净痘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28
广州市佐澜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FYM净透焕颜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3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DNUON蒂诺尼雪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42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FYM时光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4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安娜冻龄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4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nuos 白天鹅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5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臻萃参鲜水活补水组合-臻萃参
鲜醒肤精华膜+臻萃参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51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HFYM水份源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5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缔扬柔道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61 广州缔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尊达特肯妮 玻尿酸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尊达特肯妮 玻尿酸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尊达特肯妮 玻尿酸浓缩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FYM明眸媚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7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竹炭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竹炭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竹炭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水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水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 海藻水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一丛林鹿影美颜套装-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9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颜·世家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79995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代安娜冻龄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1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薇宝幻彩星耀立颜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2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AI眼部管理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25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精纯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2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野蛮宝贝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0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樊澳媞叶黄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1
樊澳媞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蜂丽缘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毅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M致闺蜜玻尿酸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4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膜莜 石墨烯生物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36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华清颜靓肤冰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40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森兰玻尿酸嫩肤补水蚕丝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41 广州蓓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代安娜冻龄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50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牵雅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56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自然束旅行套装-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5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旅行套装-二裂酵母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6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润植物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66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丝盈裸光粉饼DB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8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滋瑞茉莉花烟酰胺靓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86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颜日记青春密码锁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8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红石榴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9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帝美臻晳童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96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储仙堂丝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097
广州市储仙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焕颜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唯诺净化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1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膜莜 小分子胶原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3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BR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BR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BR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SSY NATURALS BR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卡优雅竹炭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08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面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面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面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9）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9）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9）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5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7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7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7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玛莉 莉莉芦荟净彻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78 广州铂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妮娜亮彩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79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Karvannall Keratin Argan Papaya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Keratin Argan Papaya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Keratin Argan Papaya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88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ACIYO AMINO ACID ORGANIC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AMINO ACID ORGANIC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AMINO ACID ORGANIC HAIR 
PERM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2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芮樱迷迭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5
广州舒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196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FYM水份源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0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辣木籽果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08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小黄瓜凝萃营养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蕾迪丝黛红石榴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迪丝黛红石榴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迪丝黛红石榴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佩尔 水凝柔肤静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4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4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8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歆娜莎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1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2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2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2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5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28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丝贝朗蕴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3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微蕥染烫后角蛋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43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紧致亮彩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4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茉莉清新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4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贝朗强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47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星动臻色金钻唇
膏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2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人参滋养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6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效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效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效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氨基酸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6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启富勒烯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富勒
烯多效修护冻干粉+富勒烯多效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63 广州明康实业有限公司

HFYM童颜紧致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6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65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腊菊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68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米森兰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活性冻干
粉+修护活性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77 广州蓓林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YM弹力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7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水漾盈彩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7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玫瑰水嫩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8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小黄瓜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海百合防护乳（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8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美肽小分子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85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角甘泉姜动力生姜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89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韵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芮樱莹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0299
广州舒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妃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妃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妃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魅人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7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亮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亮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可姿水光亮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M BALLA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M BALLA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M BALLA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M BALLA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M BALLA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M BALLA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玻尿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玻尿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玻尿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1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 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 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佰草 水光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4
广东俏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丽莎酵母卵壳幼嫩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28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芝滋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0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端妆国肌 漠之光·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6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仙女的蜡笔口红 
12深红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菲诗胸部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菲诗胸部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菲诗胸部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垚垚康茶芋花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4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48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TTOV薇特薇多肽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50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玻尿酸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53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6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 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68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美人 氨基酸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0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妆国肌 冻龄活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5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妮谩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妮谩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妮谩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TEM LED&UV GEL POLISH甲油胶（彩
胶）M048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79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毅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心质美婴幼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心质美婴幼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心质美婴幼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3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姜艾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3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力焕颜祛痘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焕颜祛痘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焕颜祛痘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色 黑钥匙光影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舒颜净肌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18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清透细腻四宫格蜜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31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C柔光修颜四宫格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36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刘亚萌水润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37 广州亚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幻罗马假日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41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雪芙莱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45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焕颜律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49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茵幻伦敦午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52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加州阳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53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绯红胭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54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茵幻时光沙漏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58
广州程豪香氛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GUYIN古尹小苍兰玻尿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59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青春丽富勒烯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62 广州青春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润焕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6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润焕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6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润焕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6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济堂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7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颜独魅 通透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7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 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78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 通透舒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80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82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形纤连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86 广州花千嫣医药有限公司

黛诗汀小熨斗眼部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0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恋时尚玫瑰熬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2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多肽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3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控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控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控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笙美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8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养柔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9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养柔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9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鱼子酱奢养柔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0499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修护晶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0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修护晶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0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修护晶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0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蔻青春水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0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 密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14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皮傲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皮傲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皮傲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养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1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諾梵狄妮赋活通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21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OCE轻盈净透空气散粉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2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CHANGEWAY优感莹润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28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轻盈净透空气散粉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2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V美态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38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驻颜鲜肌套蓝
铜肽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4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FIYE NE富勒烯胶原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47
广州娜迪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驻颜鲜肌套蓝
铜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4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驻颜鲜肌套蓝
铜肽活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4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迪水动力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51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吻类蛇毒肽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52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驻颜鲜肌套活
肤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5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迪水动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56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奈儿惊炫密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5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仙女的蜡笔口红 
13橘子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6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NAFIYE NE富勒烯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64
广州娜迪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柏蕾丝爽肤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6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变身光维C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变身光维C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变身光维C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黛素颜裸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80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焕颜无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8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仙女的蜡笔口红 
14苹果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8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仙女的蜡笔口红 
15吃土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8058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遮瑕控油定妆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谷物记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谷物记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颜氨基酸谷物记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1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3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柏肤多效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3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卉尚言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4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呵肤堂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4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呵肤堂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4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呵肤堂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4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尚言草本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之若昔丝享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55
广州花若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12女占卜师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6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驻颜光二合一水光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65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光二合一水光口红清新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66 广州驻颜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3埋葬圣露
西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6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9最后的晚
餐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海之迷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2
广州市魔幻彩芙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肤蔻青春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2无名女郎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10蒙娜丽莎
的微笑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8娅维农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7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7戴珍珠耳
环的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8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4跳芭蕾舞
的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8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1梦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8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弥丽  鳄鱼油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8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 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VOTTOV薇特薇鱼子多肽丝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1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久堂 头部养护草本套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11吻 粤G妆网备字201928069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5日出·印
象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0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轻雾哑光口红CKY06晚钟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0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EB U ETERNAL BEAUTY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02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NGNA泯唇亲吻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52Aces烟管系列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3
广州市冬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柏肤美颜柔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4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积爱成福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6
广州当下能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姿源焕颜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19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纷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2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07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姿源驻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0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透明质酸钠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0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多效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0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多效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0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0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焕颜晶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1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千人千色霓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2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热卖小铺丝滑毛绒绒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28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29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木韵舍植简木槿花赋能滋养润丝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3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韵舍植韵木槿花赋能滋养润丝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3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柏肤美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42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粉肤儿焕彩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4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维生素C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4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rynice婴儿植物酵素保湿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65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rynice婴儿植物酵素保湿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65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rynice婴儿植物酵素保湿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65 广州亦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积爱成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67
广州当下能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斯蒂肤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82
广州靓资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尚美清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84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9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OCE轻盈净透空气散粉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089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韩瑾萱鱼子酱紧致提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03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泓鑫多效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05
广州金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D ME 多肽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07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EB U ETERNAL BEAUTY 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08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玉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09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源叶集乳霜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15
广州佰恩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焕颜无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1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黛丝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20 广州远辰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蛋白紧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22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川伊思雪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32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斯蒂肤神经酰胺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33
广州靓资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贝露 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34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轻悠原液（会员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42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达清备长炭洗面奶（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43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洗百年丝润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45
广州洗百年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

爱玛森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47 广州众霞贸易有限公司

初姿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4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益生妍 舒润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5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美界胶原蛋白丝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62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EB U ETERNAL BEAUTY 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64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EB U ETERNAL BEAUTY 舒活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65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EB U ETERNAL BEAUTY 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66
广州优恒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洗百年营养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68
广州洗百年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

DIZAN烟酰胺邂逅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74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备长炭洗面奶（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75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SS生物酵养护冻干粉+WSS生物酵养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86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
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87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ZAN烟酰胺蔚蓝醒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88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天鹅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98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天鹅颈冻龄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0999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伊韵盈柔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02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09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EM LED&UV GEL POLISH甲油胶（免洗
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1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ETEM LED&UV GEL POLISH甲油胶（底
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3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 丽姿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植物荟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茗芳菲 茶萃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20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芳菲 茶萃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20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芳菲 茶萃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20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AESLAB   纯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34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abilno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52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heabilno甲油胶（彩胶）038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55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heabilno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56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N.F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57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N.F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58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Vendeen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0
广州慕尚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1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圣方水光气垫BB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3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唯美娅多效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4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合俪舍氨基酸净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7
芊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滢美鲜颜美肌雨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69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汀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78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芙莱人参白芨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84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活酵母植萃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95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二裂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096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DIES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01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汀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09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汀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0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汀小熨斗抚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1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力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5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7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小分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小分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力小分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迪时光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19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xec梦幻蓝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4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迪时光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41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柔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43 广州聚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韻海洋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55 广州极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眼部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眼部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眼部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益生菌素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益生菌素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endy Beauty益生菌素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U.yi尤一藏红花六胜肽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7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伊美奢宠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78 广州含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净透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8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滢美水光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82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熬夜靓肤达人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88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六号彩光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19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珍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0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珍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0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珍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0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 赋活精油（会员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12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 美肌醒肤液（会员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1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柔雾沁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28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果蔬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37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HFYM油脂调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水光凝润防护套装-水光凝
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仁康草本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55 广州佰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放美 植粹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58 广州雯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活性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5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蓝铜胜肽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6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64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仙妮胶原修眠唤醒冻干粉套组-艾
诗仙妮胶原肽紧致冻干粉+艾诗仙妮胶
原肽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65
广州艾诗仙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诗佰姿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69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采草本人参珍珠祛痘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1 广州卉萌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  特润修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3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TTOV薇特薇多肽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77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美真希羽柔焕颜散粉01光纱璨颜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82 广州户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多肽舒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85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真希羽柔焕颜散粉02光缎自然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81294 广州户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匠人辣木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00
美丽匠人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樱舒婴儿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04 广州樱舒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物唤醒西柚清新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0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肤儿玻尿酸出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玻尿酸出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玻尿酸出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3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瓷胸部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490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方太康养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养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养颜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6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净畅清霖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净畅清霖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净畅清霖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女性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女性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女性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UPAI净颜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UPAI净颜修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eteau prince烟酰胺青春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eteau prince烟酰胺青春绿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沉水香缘 植萃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沉水香缘 植萃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更新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88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59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村莊氨基酸柔顺亮泽洗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26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颜优艾萃取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3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合肽合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33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L彩光能量四号彩光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3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瓷胸部柔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37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R.C生姜植萃养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39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NUON蒂诺尼植萃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53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纪花园双色花漾腮红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54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双色花漾腮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57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61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肤得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爱莉斯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茵元倾城焕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1 广州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DIES逆龄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3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能量精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能量精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能量精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草本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平衡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平衡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平衡养护套组-平衡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修护
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修护
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美颜立体修护套盒-美颜立体修护
冻干粉+美颜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集丽植物唤醒铃兰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TTOV薇特薇玻尿酸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87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伊肤儿洋甘菊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洋甘菊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洋甘菊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贝妮轻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696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明也强韧丝柔护发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0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伊肤儿茶树净颜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茶树净颜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儿茶树净颜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阁兰秀 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09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茶树净颜清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阁兰秀海洋弹肌透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4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嫔婷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柳腰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柳腰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斯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斯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斯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5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4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6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7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8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瑟营养滋润锁色口红 S05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29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4复古）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1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8通勤）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3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6高冷）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5狂欢）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10激情）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6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13张扬个性）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7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14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8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15高雅）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39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11活力）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4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雾感丝绒唇釉4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4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9温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42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雾感丝绒唇釉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4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雾感丝绒唇釉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4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MOBELIEF荒诞雾感唇釉 诞谜C2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0
广州创森瑞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MOBELIEF荒诞雾感唇釉 圣诞C200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1
广州创森瑞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MOBELIEF荒诞雾感唇釉 荒诞C2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2
广州创森瑞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妍芬粉润保湿娇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粉润保湿娇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粉润保湿娇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ZP臻润奢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6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bsu欧泊素 肌因赋活多肽修护源泉溶
酶+肌因赋活多肽修护源泉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85
广州北斗干细胞再生医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

PIAC柔滑顺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8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infit珍贵植萃高保湿乳液（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90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一丛林鹿影美颜套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9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引XIYIN 玻尿酸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95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茵元凝雪玉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798 广州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玻尿酸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02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兮引XIYIN 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0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兮引XIYIN 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1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轻呵肌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13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茉莉·花香滋养头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1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茉莉·花香滋养头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1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茉莉·花香滋养头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16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使之约 活泉净氧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23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积雪
草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3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积雪
草调理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1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积雪
草雪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2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水润
女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积雪
草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4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亲润
水感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5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氏誉方紧肤塑造套组-华氏誉方紧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46
广州市蝶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优泉美颜靓肤套组-美颜靓肤冻干
粉+美颜靓肤溶媒液+美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1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美颜靓肤套组-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2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美颜靓肤套组-保湿修护精纯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3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美颜靓肤套组-五肽六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4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森美肤保湿修护套组-保湿修护冻干
粉+保湿修护溶媒液+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5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森美肤保湿修护套组-水嫩修护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66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传明酸靓颜美肌修护套-肌底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2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传明酸靓颜美肌修护套-肌底
修护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传明酸靓颜美肌修护套-肌底
修护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4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传明酸靓颜美肌修护套-肌底
修护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传明酸靓颜美肌修护套-肌底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6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杜鹃花清肌原液祛痘修护套-
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7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杜鹃花清肌原液祛痘修护套-
净肤蚕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7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散套装—舒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86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87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散套装—舒散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88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89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散套装—尊贵舒散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0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优化套装—尊贵舒净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1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畅优净化套装—畅优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2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畅优净化套装—畅优净化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3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畅优净化套装—畅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4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优化套装—舒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5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优化套装—舒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6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优化套装—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7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菩萃堂 尊贵优化套装—尊贵舒净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898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卿润套装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套装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套装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套装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套装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套装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VLUNSKIN 透明质酸-肽能水氧专属套 
双分子复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19 广州慧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萃集时光臻颜修护套组-时光臻颜修
护冻干粉+时光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27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昕套祛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28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春纷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寡肽多效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皙益美寡肽修护套盒-寡肽修护冻干
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31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尤一丛林鹿影美颜套装-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3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D安柔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40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09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4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觉正慧鱼腥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42
广州觉正慧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DIRUI贝迪瑞滋养保湿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49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丝滑修颜遮瑕液(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54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6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香芹籽抗氧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7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76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瑞佳净化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8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秀瑞佳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9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秀瑞佳净化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9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草然堂洋甘菊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92
广州市草然堂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CHANGE′U焕颜自然蚕丝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199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颐艾华 艾尔宁 艾叶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艾尔宁 艾叶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颐艾华 艾尔宁 艾叶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星空气垫CC霜DQ2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英菲蘭朵舒润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8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靳妃丰姿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09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及玉容净颜霜（豆蔻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10
广州御医厨房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1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蒂蔻红石榴丝绒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蒂蔻红石榴丝绒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蒂蔻红石榴丝绒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轻盈气垫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女坊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33 广州协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及玉容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39
广州御医厨房食品科技有限
公司



唯莎梵蔻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40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婴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50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水光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54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以曼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0 广州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幻彩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幻彩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幻彩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 星眸密集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时玻尿酸皙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6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VC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VC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VC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睿丽魅肤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丽魅肤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丽魅肤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之 翠色防护隔离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75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多效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EILEA雪罗兰舒缓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美满之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美满之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珺阁美满之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3CE ESSENCE九色纷呈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8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焕彩四色眼影YSS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8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焕彩四色眼影YSS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4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7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5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S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09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7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4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8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Q弹单色眼影 M05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0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洛摩菲氨基酸赋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26 广州鼎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I  LA  BEN  TIGI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2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勺子依克多因勺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30 广州勺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眼部多元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36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涯爱靓积雪草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3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厘岛润肌馥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45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美界润泽恒护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48
广州宏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UCHURSKIN 酵母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50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金珂俪源眼部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58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Belinfit珍贵植萃高保湿乳液（滋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63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世佳人嫩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6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瑜堂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83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安臣控油无硅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85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星空气垫CC霜DQ23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9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 富勒烯多肽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197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費洛恩FERRONE活力按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01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天子莹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02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費洛恩FERRONE活力思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05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唯莎梵蔻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07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肌客美富勒烯臻美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0
广州斑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費洛恩FERRONE魅源养护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2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費洛恩FERRONE活力嫩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3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費洛恩FERRONE活力盈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7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費洛恩FERRONE魅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8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費洛恩FERRONE魅源鲜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19
广州市墨臻素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草然堂六胜肽紧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21
广州市草然堂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亚玛丽 富勒烯多肽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23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篇爱多肽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24
广州唐荟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雯欣彤寡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27 广州欣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36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唯莎梵蔻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37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美韵荟净化面膜套-净化精华液+净化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韵荟净化面膜套-净化精华液+净化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韵荟净化面膜套-净化精华液+净化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泓鑫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泓鑫修护冻
干粉+泓鑫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0
广州金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纤巧精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佲阑魅惑芙颜套-温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NG微生态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6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NG微生态油液分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7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NG微生态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48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富勒烯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55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唯莎梵蔻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57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唯莎梵蔻丝润优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63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金珂俪源眼部滋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66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眼部嫩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67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滋润靓颜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68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眼部紧致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69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弹力紧致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70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弹力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71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弹力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72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弹力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73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轩草集龙脑黑亮长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28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08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俏颜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09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妮婷轻羽云卷立体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18 广州雪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札氨基酸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19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gi紧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20 广州轻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gi植物凝萃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21 广州轻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迪皇室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26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倚后尚引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尚引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尚引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X烟酰胺雪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X烟酰胺雪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X烟酰胺雪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3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VC亮肤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述诗深海凝萃矿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42 广州致青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述诗沙漠玫瑰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43 广州致青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奈尔温柔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44 广州优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美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67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芕栩烟酰胺焕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38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2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妩彩玫瑰微雕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微雕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微雕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oboc赐帅清香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29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日清日养清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34 广州市合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樱花晶闪香氛身体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4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人参尊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蜜植素魅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55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咖强韧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57
广州睿美姿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泰希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62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小白水律润莹发酵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1 广州铭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小白水律润莹发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3 广州铭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ANBE 行云流水液体眼线笔(BLACK)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4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花小白水律润莹发酵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5 广州铭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高光修颜粉DXF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度玻尿酸原液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度玻尿酸原液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度玻尿酸原液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滋养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79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肌恋富勒烯胎盘素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81 广州膜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美人VC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86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客美奢宠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88
广州斑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晨冰男士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89
广州晨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安肤小分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安肤小分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安肤小分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24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白茶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03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积妍富勒烯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11
积妍（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爱碧生至臻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18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芙特乳木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2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气垫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30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盖肤因子GAI FU YIN ZI肌底修护因子
冻干粉+肌底修护因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3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玻尿酸多效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32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茶树薄荷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3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黄金六胜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6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七子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巧克力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8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49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樱花烟酰胺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0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芙言 芦荟薄荷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1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B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5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L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L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W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8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W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5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Y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砖头单色眼影 Y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佩可魅力星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2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极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3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薄暮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4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星闪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5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暖阳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66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肩背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肩背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肩背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紧致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秀坊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23 广州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肩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颈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女性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臀部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通堂滋养柔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芊诗菁萃白薇美肌组合集萃修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49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和艾贝儿 水氧奢华定制套 纳米赋活液
+肌肽活性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50
和艾（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芊诗菁萃白薇美肌组合菁萃白薇美肌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5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伊绅植萃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73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伊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74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伊绅妈咪修护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75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伊绅舒活草本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76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美缘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77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光感清透遮瑕气垫霜（#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光感清透遮瑕气垫霜（#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光感清透遮瑕气垫霜（#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6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apop萝卜丁女王权杖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278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apop萝卜丁女王权杖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278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lapop萝卜丁女王权杖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278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莫斯千人千色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79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佩可柔润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2796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茜微蕥化学残留清洁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876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依防护组合-贝贝透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878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瑾福康益母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01 广州市瑾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ALPEPTIDE草本肽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03
广东青春年华医疗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5°VEEDEE鱼子酱光感防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0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集烟酰胺润颜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15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修瑜堂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17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薏菲柠檬健康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18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冰淇淋香水护甲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23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植美媛莹润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3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粤传奇 玻尿酸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37
广东创粤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PER FECT水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 FECT水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 FECT水润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 火山泥净肤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49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阁兰秀 莹润丝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54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角鲨烷焕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水润丽
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水润丽
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水润丽
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弹润紧
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弹润紧
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弹润紧
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6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多肽蛋
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多肽蛋
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多肽蛋
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PAC佩可丝柔绒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77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角鲨烷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7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PAC佩可轻透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87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朵兮角鲨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89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兮艾地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2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兮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4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美希冻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5 广州天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WSIVZE血橙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7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朵兮视黄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8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凝润玫瑰出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299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萝莉缇娜复活草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07 广州千百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贝妮水感焕彩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1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EHEE泰希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15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EHEE泰希虾青素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17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舒颜舒护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32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  薰衣草海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4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契蕾蒂臻萃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4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萃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4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臻萃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4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肤秀鱼子酱奢养丝滑祛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48 广州优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玫瑰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5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诗美人VE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51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WENMUA日吻益生菌葡糖苷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0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韩婵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烯富勒烯紧致修护隔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5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ELLECE圣·雅莉思多维防护组合-
雅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66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芭厘岛八肽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3）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3）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3）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1）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1）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1）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4）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4）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4）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8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5）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5）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AN ZHI XIU染发膏（E-25）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ERBALPEPTIDE 草本肽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3
广东青春年华医疗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以曼山羊奶水润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4 广州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AGE清爽去屑洗发水（樱桃与茉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09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0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无患子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0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奢润莹采玫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元悦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悦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悦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梵·水香盈润眼部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1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玻尿酸头皮调理洗发水（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肤儿焕彩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2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玉套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33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香玉套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36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聖奈薇爾多效遮瑕修饰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4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ROCKFARM流金岁月凝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4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流金岁月凝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4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流金岁月凝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42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昕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47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TINASHOW寡肽紧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5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NASHOW寡肽紧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5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NASHOW寡肽紧致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5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昕套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57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PERFECT LINK摩洛哥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58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弥丽鳄鱼油肌底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6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 肌因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6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影珍珠净润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66 广州腾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至臻清肌素颜套-清肌冻干粉+
清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75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慕斯腮红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倾堂净润均衡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4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年足康艾草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艾草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艾草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倍享受舒活调理套—舒活调理油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89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享受舒活调理套—舒活调理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90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妆蛹虫草眼霜精华片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93 广州智妆科技有限公司

栢年足康脚爽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9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脚爽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9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脚爽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19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牛奶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牛奶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牛奶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以曼黃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2 广州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之晶采水润透亮焕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3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TimerAge黄金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5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康丽修颜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里娃娃密集烟酰胺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1 广州传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HFYM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栢年足康香醋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香醋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香醋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ST·ELLECE圣·雅莉思多维防护组合-
多维滢采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29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ROCKFARM酒粕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酒粕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酒粕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水芯多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ROCKFARM光感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光感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光感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鲜柔鲜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35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深海泥紧致塑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4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深海泥紧致塑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4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深海泥紧致塑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41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佩可柔和瞬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44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XYBIXIN比欣奢华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6 广州九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5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6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6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6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波动柔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63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MODDE歌曼迪微脸浓缩精华液+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74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YIN古尹小黑瓶焕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75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GEMODDE歌曼迪微脸紧致精华液+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78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9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色水润无瑕遮瑕液#103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298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微蕥去屑倍柔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07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妤俪人逆龄宝盒-蜜妤俪人青春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09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0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养百效养护系列套-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雅·雪盈润眼部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1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花下舍 水感润养莹采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2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雅·雪盈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2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esxec轻润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2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丝蔻XUESIKOU寡肽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28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千人千色双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3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薰衣草原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4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卉尚言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4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setimes速绘动感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5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天美魅珂纤连蛋白舒缓修护冻干粉+纤
连蛋白舒缓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5 广州美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尚言草本舒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7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舒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温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8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8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舒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8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ESLAB 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89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VO SIX-PEPTIDE STRETCH LIGHT V-
FACE BEAUTY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 SIX-PEPTIDE STRETCH LIGHT V-
FACE BEAUTY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 SIX-PEPTIDE STRETCH LIGHT V-
FACE BEAUTY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梵·水香盈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39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奥柏肤焕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03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资美妍植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05 广州漫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小艾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16 广州艾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姵 多肽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18 广州名姵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北极之光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23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春纷苦参根抗痘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2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STANT PRETTY水杨酸寡肽茶树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29 广州小奢贸易有限公司

RIWENMUA日吻红酒葡糖苷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31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汇草舍黄金玻尿酸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35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UAGE氨基酸蛋白护发素（樱花与覆盆
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52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la夕·贝·拉新清滢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5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芝水润舒纹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64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茶花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茶花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茶花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6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奥柏肤焕颜柔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90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AIVLINGN臻颜紧致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9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EAUTCARE伊蒂凯儿蓝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494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嫩肤亮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09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YZS六胜肽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19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当家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当家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当家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C佩可亮采塑颜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22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铁达时黄油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27 广州君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油脂调护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3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hamomile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hamomile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hamomile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centella asiatica extract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5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green tea and allantoin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green tea and allantoin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green tea and allantoin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bamboo charcoal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ollagen hydrogel lips mask 
with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6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gold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gold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gold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0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blue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blue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oie carbonated blue bubbl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1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PAC佩可柔彩美肌胭脂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4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蓝酮胜肽修护套组蓝酮肽冻干粉+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PAC佩可轻柔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7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鳯韵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8 广州凤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C佩可莹采润泽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89 广州市佩可科技有限公司

OCE 冰川舒颜净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慕烯富勒烯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4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植萃滋养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7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滋润清
颜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滋润清
颜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滋润清
颜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59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路通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0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路通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0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路通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0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黛鲜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0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宜赫姿胶原蛋白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14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畅舒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畅舒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畅舒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OK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21
广州市星点美容美甲用品有
限公司

芸菲芯肌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27
广州卡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玻尿酸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金萃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3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清爽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0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保湿清
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保湿清
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 保湿清
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玻尿酸
多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玻尿酸
多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玻尿酸
多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清颜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清颜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多肽蛋白修护套装-清颜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4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净痘呵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50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suave manejable hidrata el cabello 
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58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suave manejable hidrata el cabello 
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58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suave manejable hidrata el cabello 
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58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Anti 
caida cabello mas resistente al 
quiebre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Anti 
caida cabello mas resistente al 
quiebre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Anti 
caida cabello mas resistente al 
quiebre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0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impieza renovadora para cabello 
nomal&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4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impieza renovadora para cabello 
nomal&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4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Novedad shampoo control caspa 2en1 
impieza renovadora para cabello 
nomal&seco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64
广州聚容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FETREY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76
神农创科（广州）生物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美噜噜鲜活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78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施蒂兰黛脸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脸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脸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8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香桂子氨基酸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84 广州茗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HFYM胶原蛋白肽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69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白昼流星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02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WAY优感保湿亮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13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爱青春长青春肽净芳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1 广州唤醒她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光影变幻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6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星幻流云彩妆盘-火烧云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27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弹力紧致提拉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3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弹力紧致提拉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3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弹力紧致提拉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3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45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姿娇润赋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46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娇润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47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洛克泰迪 宝宝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52 广东泰迪熊投资有限公司

泓鑫肌因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55
广州金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语祛痘蛭提冻干粉+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祛痘蛭提冻干粉+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祛痘蛭提冻干粉+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菲芯肌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4
广州卡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喵人参灵芝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喵人参灵芝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喵人参灵芝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富勒烯净肤冻干面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富勒烯多肽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7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尔瑞成虾青素胶原蛋白修护焕颜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8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赛尔瑞成虾青素胶原蛋白修护焕颜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8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沪美豆乳净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豆乳净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豆乳净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女纤寻腰腹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95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女纤寻玉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96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79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04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水份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09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绘琳堂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琳堂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琳堂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沛YANGPEI轻奢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23 广州斯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 洗卸二合一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26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脱·凡胶原蛋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35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滚珠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36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密日志肌肤娇颜靓采冻干粉组合-
（肌密日志肌肤娇颜靓采原液+肌密日
志肌肤娇颜靓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5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滋润烟酰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53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迪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57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三色腮红拼盘 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6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兰迪玻尿酸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62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拉米叮氨基酸神经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65
广州市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密日志焕颜靓采修护冻干粉组合-
（肌密日志焕颜修护原液+肌密日志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6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三色腮红拼盘 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7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本草崇原蜂调养护套组-蜂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80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本草崇原蜂调养护套组-蜂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81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本草崇原蜂调养护套组-蜂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82
广州香荷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满康植物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85 广州发满康理发有限公司
荟臣回雪初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0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瑟电眼亮艳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1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TING 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3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瑟多效补水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8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8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精油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青焕资富勒烯多肽能量修护套-富勒烯
多肽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黛丽斯舒缓洁颜按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09
广东雅黛丽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黛丽斯烟酰胺光感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10
广东雅黛丽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黛丽斯玻尿酸水光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11
广东雅黛丽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头道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12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纤伊人 养发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13
广东纤纤伊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THSD雪莲修护精华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2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雪莲修护精华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2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TTHSD雪莲修护精华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2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5°VEEDEE鱼子酱倍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27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34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奢润尊享补水套-奢润紧
致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39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女纤寻胶原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41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凝肌净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46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凝肌净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47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奢润尊享补水套-奢润透
亮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1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奢润尊享补水套-奢润紧
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2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奢润尊享补水套-奢润紧
致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3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小分子胶原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4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富勒烯冻干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5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诗洋格多肽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6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57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乾芝堂臻妍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妍卉清新生金纯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6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馨滢美水光活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7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芝堂臻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酥域秀美清莹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69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雪之晶采肌底精华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7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FETREY水漾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73
神农创科（广州）生物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春纷石墨烯水润睛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酥域甄润御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78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酥域美和润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79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伊露茗生姜原液滋养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8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和乐 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黑芝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黑芝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黑芝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沙棘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沙棘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沙棘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399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L'AIGES女人香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10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玻尿酸海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11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倚后臻宠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芮琪毛孔细致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伊露茗生姜原液袪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月奇迹生姜益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玖月奇迹生姜益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玖月奇迹生姜益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红海之迷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28
广州市魔幻彩芙化妆品有限
公司

清新蕾迪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0
广州志翊尚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Blitzby ANTI-CHAFING BALL 
DEODORA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CHAFING BALL 
DEODORA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CHAFING BALL 
DEODORA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ANTI-CHAFING BALL 
DEODORA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iBiZ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iBiZ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iBiZ氨基酸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诗唯诺明眸抚纹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7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唯诺精粹明眸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8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诗唯诺光采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39
诗雅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酥域舒体净畅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1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森行健发王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健发王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5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聚柔水光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7 广州聚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防水丝滑吸睛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皙想富勒烯多肽弹丝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6
广州卿碧泉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Blitzby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litzby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5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meilan双头粗细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61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FETREY祛屑调理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62
神农创科（广州）生物科技
服务有限公司

凯色丝滑精准眼线水笔#01 COOL BLACK  
亮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6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纯微精水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66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柏肤焕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0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6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酥域舒缓御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79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雪之晶采水润透亮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珀琦熬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琦熬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琦熬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琦富勒烯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琦富勒烯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琦富勒烯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esxec鎏金魅惑口红梦想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8408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 777#陶
土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0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 888#赤
木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0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1气场）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1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2特立独行）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11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3轻熟）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12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城市魅彩唇膏（07心机）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13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舒润净透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3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肌底精华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3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雪之晶采水润透亮焕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36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雍修堂养护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3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39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海藻植萃洗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40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OCE 悦享美肌玫瑰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5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盈庄烟酰胺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64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之晶采水润透亮焕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65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春纷玫瑰清爽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7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雨雾沁肤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77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诺童屁屁爽婴儿护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85
广州法森迪克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清新蕾迪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87
广州志翊尚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纯之 舒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90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貝貝愛麗莎焕彩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焕彩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焕彩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1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慕烯富勒烯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00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0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0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0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SDND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0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西男士臻颜亮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31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修颜遮瑕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4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烯富勒烯洁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54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六胜肽轻薄透气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芝堂臻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蓝诗羽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诗羽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诗羽寡肽修护组合-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4 广州 首莱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兰缘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8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兰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79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百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8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LOGLE堇罗格植物面膜粉（焕颜亮
肤）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82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苏打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8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黄金蜗牛轻透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8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  维他命E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88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欧丽植物多肽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91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噜噜鲜活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29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雍修堂养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卉清新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10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freeskin  植物水油平衡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21 广州芊寻猫贸易有限公司

THENAN 花漾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23
广州花木南健康生活服务有
限公司

纯之 舒肤补水柔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25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植物多肽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28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eeskin植物修护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29 广州芊寻猫贸易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南瓜素氨基酸透气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3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赞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3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3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3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牛油果六胜肽修颜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4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凝肌净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48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零零伍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0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乾芝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妍卉清新生金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4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Hair Serum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天子零肆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58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妍卉清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62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simeilan魔束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7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贰月初拾白色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7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白色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7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贰月初拾白色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75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元方六肽水肌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86
广州御元方生物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妍卉清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91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天子零陆伍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93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颜来多肽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9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谷胱甘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39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YGIRIM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2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妍卉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29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睛彩明眸
套组-DB·SCF精彩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植萃紧致套-紧致草本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 玫瑰海盐头发身体两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 冰川海盐头发身体两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雍修堂苦参根舒缓调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7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E 鼠尾草海盐头发身体两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睛彩明眸
套组-DB·SCF睛彩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酥媛指皮软化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89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酥媛润甲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90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酥媛指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91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酥媛护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92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木韵舍植韵何首乌莹润强根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95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酥媛润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497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暖银娜多效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17
广州暖银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银娜微肽修护冻干粉套-暖银娜微肽
修护冻干粉+暖银娜透明质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19
广州暖银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3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闪耀媚眼盈密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34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三合美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合美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合美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4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秀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秀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秀按摩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BEAUTY SHIN美心珍萃活润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58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姿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6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姿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6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塑苗影美姿美秀两部曲套装-美姿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6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BEAUTY SHIN美心珍萃活泉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70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佰娜富勒烯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72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芝堂臻妍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乾芝堂臻妍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GNF格尼芬星钻光耀十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4593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噜噜鲜活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0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芭厘岛润肌馥活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08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厘岛清莹水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10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多肽安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14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敏黛鲜萃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21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斗色玉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26 广州嘉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黛鲜萃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2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INTENSE VERY LIGHT ASH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INTENSE VERY LIGHT ASH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INTENSE VERY LIGHT ASH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ASH NATURALS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ASH NATURALS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ASH NATURALS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美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美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迹奢宠美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45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SRD血清白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50 广州创百传媒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神经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54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唯莎梵蔻七叶树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57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御岁焕肤鲜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焕肤鲜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焕肤鲜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唯莎梵蔻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5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0 MEDIUM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0 MEDIUM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0 MEDIUM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0 DARK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0 DARK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0 DARK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珂俪源修护溶酶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1 广州今非昔比商贸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AY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AY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AY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3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0 LIGH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0 LIGH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0 LIGH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泊丝护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8
广州欧泊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束美 六胜肽安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79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御岁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0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0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0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焕肤鲜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焕肤鲜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焕肤鲜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妍卉清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0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茵束美 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4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御岁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茵束美 小奶瓶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699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茵束美 烟酰胺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0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妍卉清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5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妍卉清新生金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06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茵束美 石墨烯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1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御岁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雨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茵束美 富勒烯水润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4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exni    2011#防水防汗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5 广州市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雨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雨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雨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纯之 舒肤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4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赋活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赋活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a胶原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6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韩汀耀星炫彩眼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39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美恋 甘菊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47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积雪草修护活肤七件套-积雪
草赋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50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7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浪漫巴黎魅力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Lexni3000#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1 广州市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多肽安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2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卡洛
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背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卡洛
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背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卡洛
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背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xni   3025#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4786 广州市集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肩颈保养套装卡洛莲贝芙
丽肩颈保养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 卡
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 卡
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养护套装 卡
洛莲贝芙丽水循环净化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卉清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48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兰馨琳富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5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NG微生态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51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修活润颜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66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源黄金海藻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68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6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71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梦幻诱惑小黑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7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YOUTIXUAN美肌修护精华液组合-
-美肌修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73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康美肽小肽微修护冻干粉I 粤G妆网备字2019284898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密金美香氛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01
广州韩密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菩萃堂 尊贵舒韵套装—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03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ZNG微生态肌底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11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植蓝铜肽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0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肽小肽微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1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肤秀鱼子酱氨基酸丝滑莹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3 广州优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悦诗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4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睿丽魅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丽魅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丽魅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32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烯富勒烯多肽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33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莱美特呼吸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4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莱美特呼吸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4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莱美特呼吸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4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ZD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41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ReVisfa晶萃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5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丽丝胶原蛋白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55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isfa晶萃盈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盈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盈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8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芊美玫瑰清爽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9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来六胜肽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9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萃堂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4999
广州亿美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0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 JUNIOR COOLKLEY丝绒雾面空气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16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美人VC透亮颜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33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沙棘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沙棘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沙棘砰砰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3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视佳明眸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39 广州一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祖瑶胶原水光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55
红头瑶（广州）健康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芦荟舒缓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祖瑶肌密补水渗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0
红头瑶（广州）健康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

SinePim清透焕颜丽萃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舒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舒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舒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Zu CBB生姜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67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浪漫巴黎魅力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佰丽精细自然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4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ePim精致塑颜赋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7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清爽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清爽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清爽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控油去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8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NUON蒂诺尼润肤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87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 紧致娇巧组合 轻姿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8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紧致娇巧组合 秀美腹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9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ELATED LOVE千姿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ATED LOVE千姿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ATED LOVE千姿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双色立体眉粉MS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509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 紧致娇巧组合 轻姿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0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柯妮丝丽红爵士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红爵士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红爵士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0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净颜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1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美人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31 广州凰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安臣青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39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富勒烯西柚清颜速净保湿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4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润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49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寡肽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56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芦荟精萃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5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维尔兰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72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INSHZEE茗希芝幻彩满天星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8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幻彩满天星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8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幻彩满天星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8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路易经典 魅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91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青瓜精萃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19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滋养嫩肤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0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苏打净颜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0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来六胜肽精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17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水润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2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富勒烯隔离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2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小朵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29 广州市伊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柔润守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柔润守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柔润守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富勒烯养护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523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经典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14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SinePim多效修护御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15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姿极地之水 红石榴滋养精华液
（I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2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京博士臻颜晶透焕颜霜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49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保湿补水清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Laboratory焕颜紧致眼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62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68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6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菱芷坊草本美姿套盒-草本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7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ReVisfa晶萃摩俪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摩俪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Visfa晶萃摩俪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陈氏琪肌靓肤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84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密金美香氛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89
广州韩密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语明眸修护冻干眼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9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明眸修护冻干眼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9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语明眸修护冻干眼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39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1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玻尿酸绿茶补水舒缓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1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小灯泡钻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3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小灯泡钻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3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小灯泡钻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3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5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5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5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谷胱甘肽舒缓调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6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若丝舒润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72 广州魅若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搭烟酰胺透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0
广州益康大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胶原蛋白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49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cute燕窝胶原蛋白赋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07
玖美生物工程（广州）有限
公司



语馨蓝铜胜肽胶原冻干粉+聚谷氨酸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15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芙活性水漾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16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璐蓝铜胜肽胶原冻干粉+聚谷氨酸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2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舒缓保
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舒缓保
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舒缓保
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密金美香氛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7
广州韩密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丹娜 水润隔离防护套装-水润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营养高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营养高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营养高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2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int德加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33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int热恋玫瑰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41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胎盘素天使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43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舒润保湿修
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舒润保湿修
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舒润保湿修
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4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尚言植草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6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芷轩堂焕颜粉底液（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1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dojan 康都健 舒通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3 康都健（广州）有限公司
魅弋六胜肽抗皱精华原液Ⅰ型（肌肤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魅弋六胜肽抗皱精华原液Ⅰ型（肌肤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魅弋六胜肽抗皱精华原液Ⅰ型（肌肤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魅弋六胜肽抗皱精华原液Ⅰ型（肌肤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7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柔润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8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珠犀滋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82 广州硕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83 广州朵妍贸易有限公司
芷轩堂焕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90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水感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水感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媛春 水感隔离防护套装-水感隔离防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59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01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纷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0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7#）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11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唤活霜（爽滑
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唤活霜（爽滑
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唤活霜（爽滑
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喜蔻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22
广州戴雅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羽慧金堂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3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anfen SILK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SILK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SILK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丰盈活力菁华素+莱施哲丰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44 广州乐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聚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46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聚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4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植物精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4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56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蔻驻美人富勒烯冰肌可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59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舒肌聚源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6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轻盈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7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8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蜜调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8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 绿豆深层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89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脸皮那点事寡肽祛痘精华套盒-寡肽祛
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91
脸皮那点事（广州）医药生
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轻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9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衍丽烟酰胺酵母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96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羽慧金堂舒蜜调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9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邦美康冻干科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699 广州康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臀美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0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蜜调养暖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神经酰胺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原始轻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臀美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4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臀美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6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原始轻盈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0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原始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1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千女纤寻茶解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13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16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 熬夜滋养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21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UYIMEI九億美水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润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角鲨烷透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3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MRS.JD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3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胶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4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角鲨烷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4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角鲨烷线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4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角鲨烷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4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绿茶精萃平衡套盒 绿茶精萃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5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妃美不可绵羊油润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55
广州白里透红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活力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59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柔美仕香水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63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衍丽烟酰胺酵母润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66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持久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6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臻顺营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72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镁琳艾草润养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73
广州白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来六胜肽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7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玫瑰美肌冻干面膜+优肌源玫瑰
水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美肌冻干面膜+优肌源玫瑰
水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美肌冻干面膜+优肌源玫瑰
水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寡肽虾青素冻干粉+神经酰胺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寡肽虾青素冻干粉+神经酰胺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寡肽虾青素冻干粉+神经酰胺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肌底赋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肌底赋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肌底赋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7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Y＇LAN＇Z津兰熙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08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09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索芙特乳木果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14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爱碧生植萃净透身体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15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RBALPEPTIDE草本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17
广东青春年华医疗企业管理
有限公司

Lanfen Propoli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Propoli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fen Propoli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3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蔓玻尿酸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38 广州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C哥美颜粉底精华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58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搭档补水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60 广州市迪梵日用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样年华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76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善芳典蜂胶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8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芳典蜂胶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8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芳典蜂胶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8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美不可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89
广州白里透红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子零柒玖烟酰胺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5890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菩皙提浪漫樱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37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甜心丝柔腮红4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7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衍丽烟酰胺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3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霜雪草本净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草本净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霜雪草本净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z类人胶原蛋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5997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HANRU韩汝键盘指尖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0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RU韩汝键盘指尖眼影盘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1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冰男士舒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25
广州晨冰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丽颜六胜肽紧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32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密日志神经酰胺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5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媚丽淡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59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索妮欧酒粕嫩滑亮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酒粕嫩滑亮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酒粕嫩滑亮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7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叶绿素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舒尔滨竹炭净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竹炭净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竹炭净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燕窝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AC冰淇淋唇釉406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8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95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RU韩汝键盘指尖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9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  茶树足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098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醒肤日志紧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肤日志紧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肤日志紧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著玻尿酸密集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1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EAR BEAUTY阐幽水感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13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DAIYUFEEN黛羽妃修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22 广州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逻丽娜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29
逻丽健康管理(广州)有限公
司

花芊诗菁萃白薇美肌组合菁萃白薇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35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KT@BEAUTY植物凝粹舒爽柔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42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宝丽水光香氛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51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OLD ME 修活润颜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65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色水润无瑕遮瑕液#104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意天女木兰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意天女木兰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意天女木兰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FASOO natyral WHITENING   CREAM  
SK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SOO natyral WHITENING   CREAM  
SK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OFASOO natyral WHITENING   CREAM  
SK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奢华金铂尊致倾城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88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懿美光感水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9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甜心丝柔腮红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9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轩丽 小苍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619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甜心丝柔腮红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0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参利康西洋参靓肤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05 金荣（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小蜜媞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08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纷珍珠光感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可约 六胜肽净透醒肤二合一面膜组合
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2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美仕香水丝质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24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沙菲妮  鲜漾美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2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KT@BEAUTY植物凝粹菁润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27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LSEY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28 广州冰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兰歌娜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爱兰歌娜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爱兰歌娜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韩婵滋润细滑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滋润细滑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滋润细滑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尔滨葡萄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葡萄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葡萄籽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美不可薏仁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40
广州白里透红化妆品有限公
司

IMOK草本植物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82
广州市宁静致远商贸有限公
司

格麗妍清颜祛痘冻干粉套-清颜祛痘冻
干粉+清颜祛痘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284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约六胜肽净透醒肤二合一面膜组合醒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0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善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善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善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1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1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1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KT@BEAUTY植物凝粹蛋白水光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35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ZS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86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ST BEAUTIFUL 盛誓扬颜焕彩冻干粉
套组焕彩冻干粉+焕彩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91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MOST BEAUTIFUL 盛誓扬颜修护冻干粉
套组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397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金媞妍娜牛奶珍珠水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11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天然强韧发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15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媞妍娜洋甘菊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1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OUYILI欧伊俪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YILI欧伊俪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YILI欧伊俪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芳丽美肌修护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GRAHAM舒缓净痘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4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花玥萃滚滚舒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7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ST BEAUTIFUL 盛誓扬颜紧致冻干粉
套组紧致冻干粉+紧致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28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珂芝雅复活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3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芊美缘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34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膜24K黄金烟酰胺精华套装-24K黄金
烟酰胺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39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卿颜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43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天然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48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卿颜洋甘菊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51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天然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52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膜24K黄金烟酰胺精华套装-24K黄金
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53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膜24K黄金烟酰胺精华套装-24K黄金
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56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卿颜水润滋养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60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妙媤赋活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64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X自然修颜妆前隔离乳03罗兰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66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美仕香水清爽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68
广州市香丝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coser星秀广角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69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 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0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唯莎梵蔻 水光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1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佰姿源 植物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斗色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3 广州嘉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5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  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OGELI水光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79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柔美迪奥香氛免洗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8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搭档滢润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84 广州市迪梵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姿颜宛童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8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滋养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滋养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男士滋养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冰肌美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92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以曼绿藻紧致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493 广州萌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膜24K黄金烟酰胺精华套装-24K黄金
烟酰胺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04 广州宾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胶原蛋白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0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玫瑰靓肤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1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石榴保湿补水套盒 红石榴鲜活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韩普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17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黑头导出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黑头导出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黑头导出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竹净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富勒烯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富勒烯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富勒烯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冠小屋水润清透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67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贝姿丝绒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93 广州尚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NTENSE DARK VIOLE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9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NTENSE DARK VIOLE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9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NTENSE DARK VIOLE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59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抹茶弹嫩净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抹茶弹嫩净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抹茶弹嫩净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0.33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0.33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0.33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0.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0.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0.22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绅活性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26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0.45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0.45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0.45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RE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誓扬颜甄护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35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ERY SHALLOW FLAX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ERY SHALLOW FLAX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ERY SHALLOW FLAXE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RED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RED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RED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懿美赋活靓肤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护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洛佳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洛佳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洛佳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蜜皙摩洛哥坚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6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6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奢多肽赋活臻享套装- 多肽赋活修护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00 广州伊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08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奢多肽赋活臻享套装- 多肽赋活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13 广州伊奢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肌活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16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BROWN COLOUR IN MOCHA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BROWN COLOUR IN MOCHA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BROWN COLOUR IN MOCHA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莉斯汀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莉斯汀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莉斯汀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天姿二裂酵母多肽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6 广州粉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2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奢润尊享补水套-奢润紧
致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31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绅立体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41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ICALIJEP卡莉婕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44
广州市堇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T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4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T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4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T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4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EAR BEAUTY光感薄纱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2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兮轻盈养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4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COPPER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COPPER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COPPER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 触感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9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98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ace碧迪思六胜肽紧致弹力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ace碧迪思六胜肽紧致弹力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ace碧迪思六胜肽紧致弹力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79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COPPER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MEDIUM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MEDIUM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MEDIUM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和乐 桃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桃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香和乐 桃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箐萃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0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姿颜宛童修护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BLU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ASH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ASH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ASH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2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LIGHT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颜宛童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六胜肽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8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WARM GREEN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3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PepMont BIO多维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67 广州肽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颜宛童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687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姿颜富勒烯水光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3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纷橄萃眼唇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3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姿颜植秘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4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水冰肌持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5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如锦铂莱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55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朔之镁锦瑟套-锦瑟青春冻干粉+锦瑟
青春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5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VIOLE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VIOLE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DARK VIOLET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物通健万物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65
广州汉轩品牌策划设计有限
公司

芊语蔲柠檬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7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伊姿颜富勒烯水光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7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沃颜 玻色因熨斗全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80 广州晟火焱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魅人 何首乌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81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黑珍珠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6988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水颜负离子
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0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水颜负离子
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0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水颜负离子
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0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ERCHAU COCO 花卉香芬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05
丝盖双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OST BEAUTIFUL盛誓扬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07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奢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25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31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樱花香氛滋养洗护套装-樱花香氛
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36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茶树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茶树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茶树控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泽黑绷带玻色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西铂氨基酸控油洗护套装-氨基酸滋养
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3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星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6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肌绿藻紧致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57
广州市海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时美坊山茶花鲜颜美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60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肌黃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66
广州市海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孩面故事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69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 祛痘嫩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 祛痘嫩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祛痘嫩肤水颜套盒- 祛痘嫩肤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汉亿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3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3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073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碧泉臻品皙颜奢华组合-臻品肌源雪
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32
广州尚橙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z樱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35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形象美嫩肤修容定妆蜜粉(07#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嫩肤修容定妆蜜粉(07#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嫩肤修容定妆蜜粉(07#嫩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琦梵缔臻颜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琦梵缔臻颜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琦梵缔臻颜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s morning依克多因保湿焕肤冻干粉套
盒-依克多因保湿焕肤冻干粉+提拉紧致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48 广州海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甜蜜樱花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50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慧中秀亮肤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51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孩面故事烟酰胺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55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依斯赋活多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61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東方裕百草水润丝滑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62
广州裕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俪霺雅因子护肤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64
广州卡士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中秀亮肤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73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貝貝愛麗莎赋活奢华焕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洛佳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洛佳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洛佳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東方裕百草草本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5
广州裕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東方裕百草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186
广州裕百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morning夜修护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00 广州海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morning日防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03 广州海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斗色富勒烯养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14 广州嘉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梦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1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24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野泽谷胱甘肽童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2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XO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舒缓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54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瑜紧致亮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65
广州御合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NG微生态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66 广州此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FN 持妆光感粉底液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79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创美域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柔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93 广州聚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净芙臻美草本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9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元悅YUΛN YUE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296 广州悦之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控油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01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芝雅多肽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0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精纯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奢润口红 16锦鲤色（闪亮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2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逸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3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颜净芙臻美草本玉容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INGLI轻彩眼线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水感亲肤泡泡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1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羽柔控油蜜粉(2#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2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媚瓷娃深海鲟鱼子鲜肌套深海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2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牛油果植萃卸妆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牛油果植萃卸妆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牛油果植萃卸妆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赋颜亮肌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36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美域塑颜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塑颜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塑颜提升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薰衣草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3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瑞莎谷氨酸钠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6
广州美瑞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水媚瓷娃深海鲟鱼子鲜肌套深海鲟鱼子
微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7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FN 持妆光感粉底液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49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coroy可罗伊艾地苯橘灿活力精华液(2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0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CO 琉光奢润口红 15牛血色（闪亮
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1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嫩肤烟酰胺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2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coroy可罗伊艾地苯橘灿活力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3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滋瑞青蒿净屑头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5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oy可罗伊艾地苯橘灿活力精华液(3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7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媚瓷娃深海鲟鱼子鲜肌套深海鲟鱼子
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5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LELemcy红茶薰衣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ELemcy红茶薰衣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ELemcy红茶薰衣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域塑颜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塑颜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塑颜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菲娜黄金胶原柔肤洁面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66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六胜肽清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78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沐浴洗发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82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妍皙水养赋活水光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8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oy可罗伊艾地苯橘灿活力精华液(4
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88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释青春六胜肽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1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芝净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冬虫夏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7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中秀亮肤胶原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8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紧致抗皱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39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香贝诗香嫩柔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0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嫩柔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0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嫩柔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0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瑞奢臻品修护冻干粉+臻品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08 广州安瑞奢美容有限公司

DFN 持妆光感粉底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珀玉泉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5
广州珀彩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美梵娜深层清洁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深层清洁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深层清洁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卡西奥佩娅玻尿酸四合一泡泡卸妆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1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年足康圣宝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2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圣宝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2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栢年足康圣宝足浴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2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肌本源素四季多肽嫩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四季多肽嫩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四季多肽嫩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美态-氨基酸水动力套氨基酸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38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氨基酸水动力套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40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威夫德国洋甘菊神经酰胺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46
联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肌肤农场皙透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48 广州可得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美人VE水光浪漫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56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多兰 毛鳞还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69 广州芭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净化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净化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净化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养护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养护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順势养护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聚谷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7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零肆陆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81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天子零壹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82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天子壹贰伍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83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和中堂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85
广州欧姿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8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CCINDY 润养修护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9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ICCINDY 润养修护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9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ICCINDY 润养修护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9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逸夫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92
广州蒂兰圣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媚瓷娃深海鲟鱼子鲜肌套深海鲟鱼子
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749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净芙臻美草本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freeskin植物水润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07 广州芊寻猫贸易有限公司
创美域清洁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清洁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清洁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净芙臻美草本质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创美域焕能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焕能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焕能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mer Leurre 滚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20
广州赏品奢香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伊丝诺羽柔控油蜜粉(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2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2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2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2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RB精致持久极细眉笔(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46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轻颜竹炭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5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轻颜参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69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酥域活力滋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579
广州妈咪淑院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澳菲娜樱花嫩肤亮柔洁面球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01 广州澳菲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KOHANE SUNNY质感缤纷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05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合康丽柔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柔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柔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春纷六胜肽抗皱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1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日吻类蛇毒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11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日清日养净爽修护免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16 广州市合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2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2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2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来六胜肽精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2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纤姿颈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颈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颈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2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2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3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9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4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美村亮润焕彩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50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8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5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丝滑精准眼线水笔#01 COOL BLACK  
亮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0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纤姿腋下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腋下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腋下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圣璐嘉兰 基底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4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蓝风铃香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6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4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6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7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7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7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缤可卸甲油胶（透明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19287678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0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0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0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媞纳斯TINASI肌底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0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儿莉姿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儿莉姿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儿莉姿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村三花活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5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yelash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8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yelash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8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yelash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8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钰纤姿臀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臀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臀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1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纤渼源立体柔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2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立体柔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2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立体柔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2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1气质砖红
WARM BR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2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2火烈鸟红
FLAMING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0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伊芙媗千鹤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芙媗千鹤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芙媗千鹤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4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4魅惑火红
FLAME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0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节净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7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4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美村富勒烯精萃焕颜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50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钰纤姿腹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Dr.Schatz枸杞翠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chatz枸杞翠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chatz枸杞翠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3中国朱红
CHINA DOL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A L'AMORE MACADAMIA OIL & HONEY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7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YA L'AMORE SEA MINERALS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8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69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1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SAR L'AMO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ESSENC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2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3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4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5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6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CURL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7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MOROCCAN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8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HAIR TON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79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TEA TREE ESSENC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0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TEA TREE ESSENC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1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TEA TREE ESSENCE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2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SWALLA TEA TREE ESSENC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3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PLEX TREATMENT SET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4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RATIN BRAZILIAN PU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5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RATIN BRAZILIAN KERATIN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6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RATIN BRAZILIAN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7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ORATIN BRAZILIAN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88
广州科丝华洛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草香舍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799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ZAY光润焕亮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11 广州美智恩商贸有限公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来焕彩美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17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6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5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11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h瑞函超模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27 广州欧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BRODER 唇部润唇蜜 （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SBRODER 唇部润唇蜜 （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SBRODER 唇部润唇蜜 （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CQRZEN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丽莱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69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嘉丽诺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0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洛诗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兮水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79 广州艾露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茶树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8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91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MOU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894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水月轩玉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21
广州水月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如锦瑞西赋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26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安臣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28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所泉凉白开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3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茱莉雅图清新百合亮肤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42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神经酰胺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4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来SOD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4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雨生红球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47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LOGLE堇罗格植物面膜粉（平衡油
份）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53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妃山茶籽油靓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54 广州万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LOGLE堇罗格植物面膜粉（玉容紧
致）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59 广州罗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佰草芦荟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71 广州然佰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恭肤道补水修护养颜套组补水修护免洗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79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巨姿玉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89 广州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水光美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799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溢萱 多肽赋活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萱 多肽赋活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萱 多肽赋活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涅肤亮采弹润美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31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CHUN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CHUN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CHUN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5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诗美液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53
广东华大生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嘉丽诺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89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美蒂紧 修护茵子冻干粉+修护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修护茵子冻干粉+修护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修护茵子冻干粉+修护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紧致茵子冻干粉+紧致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紧致茵子冻干粉+紧致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紧致茵子冻干粉+紧致茵子溶剂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VVX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多效
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6 广州科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相伴一生纤细持久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7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PoPo纤细魅眸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8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Rh瑞函超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8099 广州欧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经典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经典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经典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温感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9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温感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9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玫Femaye 温感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29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俏颜立体双色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俏颜立体双色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俏颜立体双色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达翠丽精华自然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达翠丽精华自然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达翠丽精华自然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7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修护粉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38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诗颜火山泥竹炭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火山泥竹炭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火山泥竹炭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OUTIQUE DYLSE黛雅莉斯赋活焕颜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5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GELI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66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JLINGER灵眸魅影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灵眸魅影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灵眸魅影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拍女神海藻明眸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2 广州雅顿日化有限公司
醒肤日志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肤日志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肤日志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热带雨林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82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坚果油细滑舒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87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男士魅力清新舒爽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88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19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泰和草本舒缓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00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II Hair海洋盐水蓬松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23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BLET蜜桃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25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2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2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2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小朵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35 广州市伊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蜂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蜂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蜂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3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深海绿藻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26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蒂诗颜丹参芦荟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丹参芦荟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丹参芦荟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PAINLESS EFFECT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PAINLESS EFFECT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PAINLESS EFFECT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HAIR REMOVAL CREAM 
PAINLESS EFFECTIVE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阿萨伊水润护理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萨伊水润护理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萨伊水润护理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5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易堂舒畅养护套-鼎易堂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62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水润轻盈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75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水月轩玉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78
广州水月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钰纤姿臀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臀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臀部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3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滋养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滋养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滋养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0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纤姿腋下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腋下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腋下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莱斯贝儿水润清泉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36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莱玫·牛奶蜂蜜滋养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49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轻奢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5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CO.椰油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54 广州椰客商贸有限公司

所泉太空薰衣草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61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悦意花 78色炫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67 广州重兑诺贸易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黑亮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1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一花芯语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涵臻致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6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赋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7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赋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7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舒肌赋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0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美韵保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美韵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美韵舒缓臻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RE-F323 摩洛哥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5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涵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486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清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GOLD REMOVE BLACKHEADS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GOLD REMOVE BLACKHEADS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 KING GOLD REMOVE BLACKHEADS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净活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净活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净活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1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恭肤道绿茶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20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GREHE强韧净爽香波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22 广州市绿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希男士洁净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30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洗发乳（爽滑
轻盈）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3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洗发乳（爽滑
轻盈）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3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沙龙奢香洗发乳（爽滑
轻盈）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3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泉太空玫瑰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33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追色菁纯清透保湿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40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果酸神经酰胺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果酸神经酰胺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果酸神经酰胺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威丽可润泽修护水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49 广州可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神经酰胺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6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扬柔道植萃镀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66 广州缔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佳肩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7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婵姿凝时空驻颜还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85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衍丽烟酰胺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90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滋养身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59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恭肤道补水修护养颜套组修护滋养锁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00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08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NSWER BEAUTY妙露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欧雅纯香激爽闪亮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5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紫园香薰闪亮特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6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紫园香薰氨基酸润发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欧雅纯香氨基酸润发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18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紫园香薰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炫派香薰润发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4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薰衣草精油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薰衣草精油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 薰衣草精油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ay 檀香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27
广州久俪化妆品连锁有限公
司

F.R.C 爱欲之巅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31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挚爱幻魅滋润口红NO.513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40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男士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男士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肤莹亮滋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5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梵丽珍珠精粹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58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如锦莹亮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5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极润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极润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极润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优品丝美·强力持久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8
广州维美优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舒缓养护套 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臻颜凝脂腮红SS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熙肤秀鱼子酱臻柔丝滑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3 广州优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山茶花舒缓保湿套盒 山茶花舒缓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依克多因燕窝复合套 依克多因燕
窝复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艾妮莎富勒烯亮肤精华面膜套 - 艾妮
莎富勒烯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699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妍蔓毛孔清洁套--毛孔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05 广州妍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蔓毛孔清洁套--量子活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06 广州妍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蔓毛孔清洁套--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07 广州妍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蔓毛孔清洁套--量子多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08 广州妍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睛彩明眸
套组-DB·SCF睛彩明眸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0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睛彩明眸
套组-DB·SCF睛彩明眸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睛彩明眸
套组-DB·SCF睛彩明眸精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忆昕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20 广州冰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ST BEAUTIFUL 盛誓扬颜清肌冻干粉
套组清肌冻干粉+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26 广州玮鸿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蜜妤俪人逆龄宝盒-蜜妤俪人舒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2
广州卡洢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OGELI水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4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衍丽氨基酸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6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亮肤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亮肤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凡士林维他亮肤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花·木子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花·木子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花·木子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臻颜凝脂腮红SS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巨姿玉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5 广州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松佰健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6
广州仟松佰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松佰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57
广州仟松佰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rfect Dfary完美稚优卸妆水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62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芝兰无瑕滤镜女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67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富勒烯臻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71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莎蓝当归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8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璀璨流光眼影YY0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8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璀璨流光眼影YY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8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anble奈斯万宝四色眼影（姜饼人
NM-401）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8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nble奈斯万宝四色眼影（仙人掌
NM-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88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J<-ML 红酒酵母清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91
广州俏典轻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 柔光亮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79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珍思淼娜时光云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00 广州添启商贸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眼部紧致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01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HOPESELI厚希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08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DJ.Cosmetics虾青素水光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09 广州酷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草绿园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舒爽怡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紧致玲珑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 紧致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 紧致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 紧致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8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蒂紧 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4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5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柔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柔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柔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3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如锦提拉紧致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45
广州普美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欣魅姿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46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思淼娜时光云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48 广州添启商贸有限公司
欧梵丽富勒烯酵母多肽亮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53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56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LS微我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5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OGELI熊果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60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懿美舒缓柔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6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安臣滋养护发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63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尚添花臻颜保湿丰盈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66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Milk Touch水光嫩滑牛奶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70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缈丝牛奶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78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星妤巨补水妙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85 广州兰芙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花芊诗集萃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88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BAOGELI水光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94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OGELI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97
广州市德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尚添花臻颜修护柔润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8998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和瑞堂彩色凝胶 021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03
与光同尘（广州）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青柠檬泡泡雕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0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娇霸激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09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朵富勒烯柔润修护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12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魅力派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2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05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2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唯蜜花园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24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艾丝特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2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雅酷炫闪亮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30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星画坊高质感防水拉线眉笔（3019-
3#）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35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科莎蓝纳米黄金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37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ZELLE靓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45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妮希水光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47 广州市寇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草本精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草本精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草本精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丝情果园色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5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防水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防水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防水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轻盈如羽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歌尼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丝特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69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丽珍珠精粹安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71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丝特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76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宝贝幻彩轻盈控油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94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活性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099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康禄通 植物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雅蛋白修护滋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域纤盈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纤盈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纤盈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0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润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清胭葡萄籽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葡萄籽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葡萄籽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樱花箐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樱花箐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樱花箐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水蜜桃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水蜜桃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水蜜桃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ESLAB  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17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小黑钢美眸醇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21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密码肤质修护冻干粉+ 肤质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28 广州雪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氨基酸矿物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氨基酸矿物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氨基酸矿物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2晨曦微
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49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2胡桃烟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58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1月光柔
纱）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5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THES OF SKIN肌肤衣火山泥嫩养足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7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lerez&Honor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erez&Honor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erez&Honor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erez&Honor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6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3木槿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YA L'AMORE SEA MINERALS MICRO 
BEAD BODY SPA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1 广州凯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THES OF SKIN肌肤衣火山泥嫩养长
臂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2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CLOTHES OF SKIN肌肤衣火山泥嫩养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4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KAYA L'AMORE MACADAMIA OIL & HONEY 
MICRO BEAD BODY SPA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5 广州凯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ORGANIC CA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7 广州凯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茹枫弹丝滑泡泡雕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78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ORGANIC CA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80 广州凯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ESAR L'AMORE ORGANIC CARE 
MACADAMIA OIL BAMBOO CHARCOAL 
ESSENCE OIL

粤G妆网备字2019289181 广州凯伊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妃茜富勒烯修复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374
广东姬妃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集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9378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知美源清养净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04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资丽匙益生菌水润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05
广州资丽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贝佳倍护蕲艾黄芪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06 广东嘉泰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虾青素海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18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虾青素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24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虾青素海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26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歌瑞泊氨基酸卸妆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29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雅圣蒂  蓝甘菊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33
广州恒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34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 虾青素原液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42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素蘭卉薄荷清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薄荷清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薄荷清凉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宋慧乔草本精华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0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盈柔轻透四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娇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蘭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洋甘菊清润舒缓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玫瑰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玫瑰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玫瑰嫩肤保湿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7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破蝶说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77 广州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岛樱花玻尿酸倍润补水精华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破蝶说草本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2 广州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破蝶说草本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92 广州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凰佳丽紧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49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乐八舒缓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00 广州安辛康科技有限公司



梦芊美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0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NEFOUME妮珀美橄榄清爽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06 广州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之月火山泥控油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11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1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祛痘修护养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2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马油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马油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马油脚跟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植萃御容养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5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OTHES OF SKIN肌肤衣火山泥嫩养长
款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53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ZOZU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丑小丫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丑小丫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丑小丫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59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凝肤佰草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佰草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佰草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1奶油杏
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28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4干枯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29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光感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3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雅黛丽斯葡萄籽嫩颜焕肤乳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34
广东雅黛丽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透润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3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贝佳倍护蕲艾柑橘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40 广东嘉泰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茜微蕥角质蛋白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43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净痘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48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anble奈斯万宝四色眼影（云朵
NM-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50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nble奈斯万宝四色眼影（小雏菊
NM-404）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53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瑞斯·菲恩娜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57
广州美美汇健康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林廖 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2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生态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68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溶媒液+抚纹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溶媒液+抚纹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溶媒液+抚纹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抚纹修护套-抚纹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多肽平衡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73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贝佳倍护蕲艾紫苏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80 广东嘉泰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欧雅纯香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8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氨基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87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9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样生活姜艾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92
广州好样生活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KSK 富勒烯舒缓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93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媚堂精润焕彩密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95 广州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697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KSK 烟酰胺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0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颜世家烟酰胺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04 广州雅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熊果苷润透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05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净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1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2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31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密日志烟酰胺晶透焕亮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3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 香柔细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 香柔细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 香柔细滑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堇色安年Q版古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4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厚海美肌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56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美肌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56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厚海美肌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56 广州市贵花化妆品有限公司

Dating18美肌水润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8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79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水漾魅惑唇膏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00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 绿海藻水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01 广州沁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美尔 清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 清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美尔 清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1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养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1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奢宠多肽紧致抗皱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15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水光裸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19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2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奢宠多肽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33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10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植物灵芝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植物灵芝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植物灵芝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NGH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8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HELLO BODY 胸部舒韵套-舒韵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59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尔滨薏仁米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薏仁米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薏仁米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臻颜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3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眼肌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氨基酸水动力套氨基酸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69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LO BODY 胸部舒韵套-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71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纤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7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眼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73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LO BODY 胸部舒韵套-胶原保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78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红妍肌活童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8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尔佳百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86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美态-氨基酸水动力套氨基酸动力补水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89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LO BODY 胸部舒韵套-胸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890 广州中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5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5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8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5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沁润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6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9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6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67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肤 时尚诱惑水润口红02秋叶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6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69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珂莱皙 玻尿酸水母润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7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7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7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莱皙 烟酰胺燕窝滋养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74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 富勒烯蜗牛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79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酵母润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酵母润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酵母润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 六胜肽鱼子酱紧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88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3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9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泊丝莹润植萃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93
广州欧泊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2 粤G妆网备字201928999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10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科丽美舒缓安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7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0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1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去角质嫩滑肌肤
浴盐（玫瑰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1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KSK水光保湿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1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水光保湿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1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水光保湿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1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2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2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3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2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  焕颜透亮弹力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5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肤 时尚诱惑水润口红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6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柏肤净痘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68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水媚瓷娃深海鲟鱼子鲜肌套深海鲟鱼子
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8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琼玉酵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09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斯奢钻细滑锁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07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芝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芝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芝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24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艾诺琦茯苓精粹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26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28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凡缇御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34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35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春纷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4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43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蝶斯精准俏眉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45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基础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57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胜肽焕活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59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氨基酸焕活紧致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61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YIOU以欧奢华多肽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YIOU以欧奢华多肽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YIOU以欧奢华多肽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简丽美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65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meilan悦彩丝绒雾感唇釉（303#血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82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时光宣言胜肽焕活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85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明眸炫彩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87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金艳幻彩唇釉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88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胜肽焕活金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91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多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9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悦彩丝绒雾感唇釉（646#红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9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悦彩丝绒雾感唇釉（415#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98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weet mint晚秋红枫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90199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契蕾蒂赋研臻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赋研臻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赋研臻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int炫彩世界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10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悦彩丝绒雾感唇釉（966#草莓
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1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upreme奢璞迷净澈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1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迷你方块极细三角眉笔（02#
亚麻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双色指甲
油T06（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imeilan迷你方块极细三角眉笔（04#
奶奶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8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G23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2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imeilan迷你方块极细三角眉笔（03#
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30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同仁康草本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31 广州佰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P25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3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W27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4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W26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4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DP20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4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Y24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4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RB22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5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双色指甲
油T07（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5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R19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6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双色指甲
油T07（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6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佰姿源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6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指甲油 
SP2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7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KouJing寇静夜幕星光口红（A01：日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77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意花六色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83 广州重兑诺贸易有限公司

初见心语奢宠多肽紧致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85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初见心语奢宠多肽紧致抗皱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86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心美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92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叮叮铛铛系列双色指甲
油T06（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29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圣
诞限定M09B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0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爱兰歌娜  血橙烟酰胺舒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1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爱兰歌娜  血橙烟酰胺舒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1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爱兰歌娜  血橙烟酰胺舒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1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初见心语奢宠多肽紧致抗皱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19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新蕾迪丝滑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21
广州志翊尚品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ZSNC玻尿酸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艾诺琦茯苓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1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useSerumPro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2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妮欧润亮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润亮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润亮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use抖色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7 广州婵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水光亮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水光亮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水光亮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49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5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量子肌因冰淇淋面膜组合-雪柔冰淇淋
面膜粉+雪柔冰淇淋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5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漫茜修护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漫茜修护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漫茜修护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玫瑰柔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7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nut抗皱修护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75 广州润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柔焦雾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77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柔焦雾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77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CO后台定妆喷雾（柔焦雾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77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宋慧乔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81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娇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83 广州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喷喷婷富勒烯鲜活精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85 广州慷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澜姿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87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玻尿酸水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39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安徒生童话慕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0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洋甘菊舒缓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1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梵朵水润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18
广州玑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芦荟汁透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3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里如蜜糖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40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精氨酸双轮提拉按摩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精氨酸双轮提拉按摩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精氨酸双轮提拉按摩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5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OHANE SUNNY高清丝滑哑光散粉-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60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XIU多肽臻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62 广州傲洋科技有限公司

肌倩温润焕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6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倩温润焕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6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倩温润焕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6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盼铂金鱼子酱发膜+鱼子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89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名方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9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9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49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弹力
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08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亿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35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35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35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审美胶原蛋白清爽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39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玑梵朵水润净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48
广州玑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莹润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50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创优品谷胱甘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谷胱甘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谷胱甘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长龄轩微美时代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75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深海泥清透水洗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8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式 . 活性肽新生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8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式 . 活性肽新生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8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式 . 活性肽新生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89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清莹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94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梵朵水润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596
广州玑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FIYE NE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03
广州娜迪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UOFEIER烈焰持久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06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HANE SUNNY高清丝滑哑光散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17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审美玻尿酸保湿爽滑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20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纤渼源烟酰胺臻纯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2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istar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25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 lipblam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27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40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兑悦高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41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MEIKON青春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42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ministar blusher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49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 eye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56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TERRENA Instant Repairing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Instant Repairing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Instant Repairing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TERRENA Instant Repairing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审美维E多效防护润泽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71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奥莎莱尔晶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R·YM伊美博士富勒烯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84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Duofeier朵 菲·儿纷泽滋润丝缎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85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固元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8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inistar conceal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1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晶莹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晶莹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69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DR·YM伊美博士亮肤清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04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1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1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背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1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芊悦姿水漾奢润口红（01#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23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雅俪妃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26
广州玫雅俪妃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悦姿水漾奢润口红（02#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29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悦姿水漾奢润口红（04#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30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莎蓝纳米黄金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39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9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4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9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4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9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4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水漾奢润口红（03#斩男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52
广州芊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雅诗藏红花鲜活亲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6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深海泥透润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7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兰朵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兰朵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兰朵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8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XIU青春活力滋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88 广州傲洋科技有限公司
YEXIU倍润修护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96 广州傲洋科技有限公司
DFN 玩色旅行彩妆盒-奢彩润泽唇膏+精
致卷翘睫毛膏+水润控油粉饼+缤纷六色
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290797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XIUXI秀曦小蓝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00 广州晓雯商贸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紫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01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05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06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10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菡詩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11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妮菡詩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815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百瑟玻尿酸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尿酸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尿酸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洋甘菊光感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6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熊果苷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熊果苷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熊果苷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酵素多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酵素多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酵素多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莹润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莹润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KS莹润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7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U合肽如意紧致冻干粉+如意紧致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80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贝诗密罗木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8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密罗木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8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心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83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PIAC平衡调色隔离乳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藏红花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梁家堂草本祛痘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藏红花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纯心悦真我丝绒口红C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8 广州唯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纯心悦真我丝绒口红C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0999 广州唯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纯心悦真我丝绒口红C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0 广州唯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茜茜金三角质感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1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StarDust雕花臻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3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动润彩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动润彩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动润彩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KING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09
广州熹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豆豆猫轻主义多效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0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8#）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2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3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10#）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4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9#）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6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18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羽迷情系列三件装 红羽迷情
蜜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23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39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40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口红（A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41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茜茜金三角质感口红08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43
新魅力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MAANGE魅惑幻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4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ALA璀璨星辰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45 广州怿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V大理石小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51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涞淇儿 眉眼唇专用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67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EFOUME妮珀美温和眼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69 广州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羽迷情系列三件装 红羽迷情
蜜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7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米伊美玫瑰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伊美玫瑰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伊美玫瑰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0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彩猢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08 广州金丝猢服饰有限公司
亮彩猢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09 广州金丝猢服饰有限公司
聪睿CongRu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16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昱嘉YU JI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17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奈美JIA NAI ME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18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MIRDAGE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19 广州本色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Baby Jona 宝贝乔娜美甲甲油胶0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21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22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小蘑菇美颜透亮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24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yz Jibek清透防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2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羽迷情系列三件装 红羽密翘
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46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MIXDAIR丝柔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47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斯 非比寻常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48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格丽LARGRES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5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格丽LARGRES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5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格丽LARGRES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51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深层净柔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5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NY ENERGY舒妍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7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肽修护套-肌肽修护冻干粉+肌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肽修护套-肌肽修护冻干粉+肌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肽修护套-肌肽修护冻干粉+肌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岁童颜动能焕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多肽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81
广州市方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千颜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幻千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85
广州梵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美诺斯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8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美诺斯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8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美诺斯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86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辰曦美学二裂酵母修护冻干粉套盒-二
裂酵母冻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90 广州魔方科技有限公司

芮宝富勒烯多效修护冻干粉-富勒烯冻
干粉+净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91 广州吉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渡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92 广州养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 肌底修护
冻干粉+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19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裊裊婷婷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06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侯生物立体冻干粉+生物立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11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13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 皙润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19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犀水润柔光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22 广州硕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吉米娅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3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3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3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芸水润怡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40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4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冻龄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4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XKING虾青素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66
广州熹梵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6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mily倾颜幼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70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7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深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73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美川星空亮采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76 广州多美川化妆品有限公司
阁兰秀 晶莹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78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 沁润双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8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蓝风铃香水柔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288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25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轻薄养肤粉底液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2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28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轻薄养肤粉底液02自然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2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纤细顺滑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3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小丑鱼精雕塑形四方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134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阁兰秀 莹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00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道润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02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阁兰秀 莹润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08 广州澳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奈儿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13
广州量子化妆品研究有限公
司

佰珍堂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弈美 水立方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弈美 水立方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弈美 水立方肌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2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萨伊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3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萨伊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3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萨伊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3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rDust三色拉花拿铁气垫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37 广州上品贸易有限公司
容菲尔蚕丝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44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御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49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蓝风铃香水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51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众色超补水保湿修护套盒-冻干粉+冻干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63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丝柔动感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75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娜斯爆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494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菡詩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04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妮菡詩滋养透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05 广州谦厚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颜美村莹润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07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松佰健蛇床果水光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1
广州仟松佰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光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2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美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3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SLEGEND修护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修护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修护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富勒烯卓颜紧致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尚添花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18 广州市腾焱贸易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皙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22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梵朵烟酰胺修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32
广州玑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 玻尿酸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6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美熊肌颜水光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64
广州藏美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媄栢芬花颜悦色沁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71 广州蕾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72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唯诗滢澈沁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74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藏美熊清透焕亮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83
广州藏美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氧泊驻颜焕肤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86 广州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逆龄水漾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8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然赞慈菁足部护养精油（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90 广州赞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轻颜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9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MU合肽如意亮肤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59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倾颜净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02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飞凡宝贝乐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0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凡宝贝乐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0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飞凡宝贝乐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03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AMGENT梦姿媛芦荟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06 广州梦姿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AMGENT梦姿媛绿茶爽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13 广州梦姿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AMGENT梦姿媛柠檬紧致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14 广州梦姿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心美瓷娃娃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1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心美瓷娃娃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1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心美瓷娃娃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18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mily倾颜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26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珍珠雪莹靓肤套盒 珍珠雪莹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新靓琪透明质酸补水雪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4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6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佳颜多效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62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6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JLINGER花漾塑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花漾塑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花漾塑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7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nimmd  泡泡SPA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84 广州奥丽莉亚商贸有限公司
吕后丝滑水润蘑菇气垫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8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丝滑水润蘑菇气垫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68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妤婕 玻尿酸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02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赋活安瓶五件套b5保湿透明质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0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爱焕然时光保湿酷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17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yz Jibek多效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2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保湿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25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yz Jibek润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6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 蜗牛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6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丽蔻虾青素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71 广州植丽蔻贸易有限公司

雪壹生美肤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76
广州美博士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7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7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蓝铜肽多效修护组合 蓝铜肽
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7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科丽美六胜肽青春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80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依克多因修护控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8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mily光蕴盈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90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92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lyFacial Labo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95
神灯（广州）文化传媒科技
有限公司

爱肤者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79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0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泡泡多效隔离霜(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0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舒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04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然尚品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16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倾姿雅-臀部紧致舒活护理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红颜悦纯粹苹果修护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32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润泽水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1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庵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2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肤者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样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样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样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shmily清滢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70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爱焕然时光寡肽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77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面美 九胜肽-1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面美 九胜肽-1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面美 九胜肽-1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兑悦泡泡卷护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85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8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平衡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89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B 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08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梵朵氨基酸净润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14
广州玑梵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男士海洋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姿玉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21 广州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柔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23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花青素弹润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3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妤婕 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33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UNCOMN蕴蔻玻色因逆龄紧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35
广州蕴蔻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Qyz Jibek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4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氨基酸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47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木诗佳氨基酸蜂胶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48 广州草木诗佳贸易有限公司
眸龄玻尿酸光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50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肌恋富勒烯羊胎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67 广州膜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多效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6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SI歌丝凝采紧致眼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69
歌丝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天萃诗TIENTRI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1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光丹源植物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营养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营养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胶原蛋白营养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至尊修护爽滑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至尊修护爽滑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至尊修护爽滑发膜+头皮
调理精华液+头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 祛痘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88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笛乐妃二裂酵母初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9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亦合优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199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黛尔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01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yz Jibek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乐妃肌肽逆龄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0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S蓝铜肽修护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1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AS蓝铜肽修护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10
广州市科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1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1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迹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1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芝智萃凝嫣恒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39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恒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4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4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4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4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48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50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51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恒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54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55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美韵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6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澳伊索清透无暇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85 广州雅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水蕴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08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釆臻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科妍盈润水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07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芙妮多肽赋活套-多肽赋活精华液+多
肽赋活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22 广州俊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茗生姜原液精油润养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7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3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4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 多效清透深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41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4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泡泡多效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5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泡泡多效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5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丽雅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5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沐丽雅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5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沐丽雅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5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8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8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8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1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2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7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7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7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6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果感唇彩-GT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77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EN TO NINE焕彩盈亮固态精华冻干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81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SEVEN TO NINE焕颜修护固态精华冻干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82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SEVEN TO NINE焕彩盈亮冻干粉+焕彩盈
亮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87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PepMont BIO活性肽祛痘冻干粉套装-活
性肽祛痘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88 广州肽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如钰清肌美驻颜套童颜修护冻干粉+
童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197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兰玳净颜修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08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妈咪晶钻嫩肤水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13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姿态靓颜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净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2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九色眼影-绿光森林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3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琳如钰清肌美驻颜套葆龄驻颜冻干粉+
葆龄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45
广州琳如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VEN TO NINE焕粹紧致固态精华冻干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47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审美烟酰胺寡肽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48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如妮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雪丝蔻XUESIKOU燕窝焕颜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3 广州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即美hairbeauty去屑滋养植物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5
广州增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t's Brow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et's Brow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et's Brow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冻干粉+菲艾瑞 多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冻干粉+菲艾瑞 多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冻干粉+菲艾瑞 多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59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呵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呵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艾瑞 多肽呵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3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釆臻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6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hmily倾颜幼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72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代芳娇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7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审美洋甘菊维C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78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花莼升富勒烯逆龄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84
广州柒种颜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怡贝滋烟酰胺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美村富勒烯亮妍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89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浩康水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9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水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9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水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9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千姿蝶焕彩明眸七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299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臣氨基酸中性懒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05 广州澳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纯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07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佳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09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H-FACE沁润无瑕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16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养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养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养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润烟酰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润烟酰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滋润烟酰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智汇嫩肤冻龄组合-嫩肤冻龄原液+
透肌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62 广东奥美佳科技有限公司

希芙妮焕颜套-VC焕颜晶粉+焕颜肌底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68 广州俊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44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7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7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7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L68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7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红品传奇富勒烯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385 广州红品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卡仕 香柔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5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智萃凝嫣纯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7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妮缘牛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牛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牛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科芝科妍盈润纯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19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XI秀曦胶原蛋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22 广州晓雯商贸有限公司
HY沐基者红花舒缓调理套-思美蝶精粹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37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时光优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4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愛情塗法師·牛油果精华润肤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79
广州爱情涂法师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蒂紧 腺香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腺香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腺香伴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86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花香芬香净透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489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赋活安瓶五件套百里香黄瓜植萃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0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ZZ FOCUS 爵士焦点男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13
广州聚仁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魔法之吻小灯泡珍珠妆前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14 广州美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腹部植物护养泥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MRS . JD水漾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2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妮焕颜水润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27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缤蔓 滋养淡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35 广州瑾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黛怡禄温和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3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美蒂紧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紧肤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4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黛怡禄温和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4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乐添美媚眼明眸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55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定妆无瑕小蘑菇气垫组合轻盈美
颜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6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H-FACE沁润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71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芷诺堂润肤BB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7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毛毛妈菩提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84
毛毛妈（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hmily倾颜幼嫩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85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蒂紧 活力暖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8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活力暖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8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活力暖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8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优姿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95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元温护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96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元舒活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97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元草本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598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博澜坊   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12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毛囊净化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1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L彩光能量五号彩光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2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多吉米娅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吉米娅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尔滨甜橙VC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甜橙VC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甜橙VC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套盒-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套盒-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套盒-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 富勒烯保湿弹丝按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44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FACE清爽平衡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48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套盒-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套盒-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套盒-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WIM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IM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IM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WAY角蛋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67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爽雅致植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73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紧致嫩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74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韵美养护植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4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爽雅致植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5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韵美养护植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6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康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7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通畅养护植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8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通畅养护植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89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清馨养护植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0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源养护植萃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1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源养护植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2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康颐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3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爽雅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4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清馨养护植萃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5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清馨养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6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康颐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7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荭韵妈咪舒康颐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698 广州荭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安堂草本精粹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草本精粹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草本精粹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亦合优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0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黛美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13
广州秀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邂逅  长效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1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清肌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2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亦合优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4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chen甜晨 蜂胶去屑控油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51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小七芙蓉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58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Venus Luminature Hydro  Glow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Venus Luminature Hydro  Glow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Venus Luminature Hydro  Glow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6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7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7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7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天子零玖陆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84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琳钰颜玉颜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V紧致赋活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92 广州华胥网络有限公司

芳妍黛尔净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94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净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798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瑞蒂胡萝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胡萝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胡萝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白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白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白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YSE无瑕轻柔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E无瑕轻柔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E无瑕轻柔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彩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18
广企医药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K&V净透亮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22 广州华胥网络有限公司
K&V水漾活妍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23 广州华胥网络有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玻尿酸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鼎易堂美韵能量套-鼎易堂美韵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59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美韵能量套-鼎易堂美韵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60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美韵能量套-鼎易堂美韵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61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迹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7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绾彩  维他命5号滋润造型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8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迹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9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FANGYAN玫瑰珀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2898 广州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控油丝感轻透蜜粉(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0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upreme奢璞迷丝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05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琦迹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meilan控油丝感轻透蜜粉(01#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1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吕氏升级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1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吕氏升级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1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吕氏升级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1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臻爱焕然时光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1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娜斯爆奶滋润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29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娜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1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蘭卉牛奶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牛奶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牛奶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ZSJ 光影臻透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 光影臻透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 光影臻透雪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蘭卉胶原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胶原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蘭卉胶原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姿兰清漾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2958 广州鑫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MAYRE亮美人深海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32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媞妍娜玫瑰水光焕肤凝胶软膜+水光
软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39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修护蜜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48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媞妍娜黄金水光焕肤凝胶软膜+水光
软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56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金媞妍娜樱花水光焕肤凝胶软膜+水光
软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58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海角甘泉姜动力生姜健发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59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元精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元精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元精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艾颐养舒缓平衡套-姜艾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7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兰缘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85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兰缘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87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馨妤婕 水感莹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088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缘媚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09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兰缘媚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10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千女纤寻臂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11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墨角藻凝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3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美心胶原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46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Qyz Jibek美肌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凝肌舒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52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LI侨丽虾青素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LI侨丽虾青素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LI侨丽虾青素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5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赋活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赋活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芳韵美赋活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倾堂赋活安瓶五件套根皮素水漾赋能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6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赋活安瓶五件套烟酰胺赋活初肌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70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赋活安瓶五件套紫米紧致精微提
升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317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2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皙氨基酸养肤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75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剿巢i淘女士私密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女士私密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i淘女士私密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瑶 草本胸部套-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瑞美妮润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3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享受纤纤套—舒活调理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89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享受纤纤套—舒活调理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2 广州慧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柔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柔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柔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GGE领格羊毛脂密集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0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姿玉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4 广州丽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筋康润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润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筋康润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臻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09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 臻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1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17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蜜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2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丝缇娜 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24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2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抚
平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430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月红焕颜清透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78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缤可卸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1 广州瑞静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Feio.gel绯欧甲油胶F07-梅子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2 广州彩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o.gel绯欧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3 广州彩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OK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4
广州市星点美容美甲用品有
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光感无暇气垫CC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 菲·儿水润光感矿物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19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h瑞函超模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0 广州欧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牡丹柔雾精华美肌气垫霜01#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1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牡丹柔雾精华美肌气垫霜02#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2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燕窝养肤气垫BB霜W15 陶
瓷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燕窝养肤气垫BB霜W15 陶
瓷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燕窝养肤气垫BB霜W15 陶
瓷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佳婷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30 广州色界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玫苏 提亮防护妆前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32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光采水润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3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贝妮蘑菇头亮采水润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54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贝妮蘑菇头亮采水润BB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55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SK 遮瑕提亮修容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58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立体柔滑三色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5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魅闪耀烘焙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魅闪耀烘焙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星魅闪耀烘焙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草本舒缓多效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樱花卸妆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樱花卸妆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樱花卸妆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芭侬酷黑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8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翘&蜜极细柔滑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3879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恋烈艳蓝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06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瑞莲秘密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33
广州京昇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亭俪芊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35
广州亭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4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茶多酚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3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晶透净肤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晶透净肤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晶透净肤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F时代红石榴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F时代红石榴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F时代红石榴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5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荃馨萃物泥语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60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Ka.i水光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63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克莱缇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3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拉丝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拉丝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拉丝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MJplus男士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亮颜水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79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诗娇兰多肽沁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80 广州曼珀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8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曦XIUXI樱花晶闪香氛身体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92 广州晓雯商贸有限公司

芙瑞莲玻尿酸身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95
广州京昇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胭樱花鹿角盈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樱花鹿角盈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樱花鹿角盈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39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莜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02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0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玻尿酸美姿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06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09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H-FACE沁润石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17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玫雅俪妃轻奢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24
广州玫雅俪妃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美帆冰肌玉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29 广州嘉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 心主题七子白术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3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3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简水嫩抗龄海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37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莱皙 黑海盐净肤补水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0 广州多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SMAY靓之梅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2 广州靓之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 心主题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妍亚麻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妍亚麻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妍亚麻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46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尔维亚 富勒烯水库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54 广州玉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卡莉娅小薇弹力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64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妮娅炫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67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卡瑞尔寡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7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颜沙龙组
合-皙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7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套盒-时光水凝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74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FEL彩光能量七号彩光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8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水光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9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米硒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9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美颜智汇嫩肤冻龄组合-激嫩水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92 广东奥美佳科技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94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095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得乐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得乐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得乐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0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5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诗娇兰赋活多肽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20 广州曼珀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水杨酸祛痘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22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植世家 活力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54
广东百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洗发乳（家庭
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7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洗发乳（家庭装）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7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雾迷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1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鱼子酱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二裂酵母初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05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荷蒂雅泛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1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解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1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毛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1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颜沙龙组
合-清透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1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身媛修护名媛套益身媛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19
广东得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益身媛修护名媛套益身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20
广东得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益身媛修护名媛套益身媛活力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22
广东得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玖月红美肤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保湿基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5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颜沙龙组
合-皙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套盒-时光水凝赋活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7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臻悦黄金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蒂雅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3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修护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48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焕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焕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焕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古堂源动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57 广州玉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臻悦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66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7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7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7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黛诗汀水感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0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瑞蒂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苹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石榴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石榴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石榴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甜橙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甜橙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甜橙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木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木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木瓜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青刺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青刺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青刺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柚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柚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柚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刺五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刺五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刺五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2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简美 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0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时光精雕冰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1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梵奢宠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27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唯亚肌能逆龄基础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3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保湿基础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34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亮肤基础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3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诗娇兰赋活多肽沁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39 广州曼珀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柔皙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40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 胶原修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62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6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6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6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韩曼姬私人定制肌肤管理套组-虾青素
焕亮冻干粉+虾青素焕亮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80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欣语颜xinyuyan莹润美肤套-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86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套盒-时光水凝赋活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389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臻悦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00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月红透亮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0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清爽去屑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08 广州邦得生活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水光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2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汀控油去屑水润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29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Ka.i水光美肌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1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3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3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3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金蚕丝奇肌娇颜嫩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诗娇兰赋活多肽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6 广州曼珀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39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瑞莲秘密香氛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4
广州京昇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瑞莲奢发植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5
广州京昇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诗梵奢宠舒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6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ZSNC玫瑰花秘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玫瑰花秘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4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蒙芭拉 卸养双全橄榄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卸养双全橄榄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卸养双全橄榄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清透皙颜沙龙组
合-皙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塑颜紧致基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熠彩极光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5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奇异宇宙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6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舒法蕾特火系列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63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能量沙龙组
合-驻妍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6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 柠檬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6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能量沙龙组
合-驻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能量沙龙组
合-驻妍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灵芝细芯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灵芝细芯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灵芝细芯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美佳颜精粹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5 广州合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亚肌能亮肤基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76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焕颜能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448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雪莲滋养粉底液P21瓷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雪莲滋养粉底液P21瓷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雪莲滋养粉底液P21瓷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0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能量沙龙组
合-驻妍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0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驻妍能量沙龙组
合-驻妍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1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展颜沙龙组
合-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1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籽多肽御龄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2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籽多肽御龄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2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籽多肽御龄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2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月红多效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2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逆时光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34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展颜沙龙组
合-鱼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4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展颜沙龙组
合-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GLI 轻彩粉底液（1）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黛蜜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2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绿园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绿园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汇国际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7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73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诗娇兰赋活多肽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76 广州曼珀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肌源润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8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汀滋养鱼子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593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驻颜焕活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肌肤屏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7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雪肌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8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雪肌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8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光影臻透雪肌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18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21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净颜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24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GLI 轻彩粉底液（2）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2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眼部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时光展颜沙龙组
合-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眼部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语颜xinyuyan水润美肤套-水润美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5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7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蒂雅胶原蛋白颈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3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纳米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纳米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纳米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夜来美烟酰胺足部去角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4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J-Time多肽逆时修护奢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61 广州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清香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67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眼部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7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花卉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7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语颜xinyuyan水润美肤套-水润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83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遇润焕彩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2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歌诱香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4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套盒-肌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套盒-肌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套盒-肌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套盒-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套盒-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套盒-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套盒-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套盒-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套盒-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69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套盒-润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套盒-润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套盒-润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语颜xinyuyan水润美肤套-美肤润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3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花卉保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眼部修护沙龙组
合-眼部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0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语颜xinyuyan莹润美肤套-润肤美肤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10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诺琦水光滋养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11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语颜xinyuyan莹润美肤套-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12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1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抚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1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2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审美胡萝卜素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30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抚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3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诺琦水光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8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美清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清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7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荃馨萃物泥语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0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玉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0 广州承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毅婷 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1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悦姬妮童颜皮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童颜皮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姬妮童颜皮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玛丽DOUMALI玫瑰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29 广州都玛贸易有限公司

2850活力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31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道魅后盈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34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丽芙妮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4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4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4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然赞慈菁足部护养精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50 广州赞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果然赞慈菁足部护养精油（玫瑰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51 广州赞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初生微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61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6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6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6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宝莱视黄醇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67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洛诗秘肌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肌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肌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抚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7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洛菲玫瑰鲜花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0 广州宸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晶之绣安瓶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洛菲玫瑰滋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2 广州宸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桃初红润如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润如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润如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8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AttoSkin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90 可托（广州）咨询有限公司
钰尚佳人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9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钰尚佳人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9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钰尚佳人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489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WSS本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02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槿酵素洁面颗粒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04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槿酵素洁面颗粒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04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槿酵素洁面颗粒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04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亚肌能多效倍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2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幻彩吸睛液体眼影（01#璀璨
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28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DΛIXINMΛY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3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meilan幻彩吸睛液体眼影（03#落日
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3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幻彩吸睛液体眼影（04#星辰
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38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幻彩吸睛液体眼影（02#彩虹
糖）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40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幻彩吸睛液体眼影（05#流沙
金）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4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玺淳嫩肤补水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玺淳嫩肤补水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玺淳嫩肤补水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审美橄榄护唇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54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植美悦悦颜修护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6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辉砭先生善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6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善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6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砭先生善解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6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肩颈舒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499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古堂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03 广州玉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毅婷 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0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颐古堂源动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12 广州玉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ORA LAB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022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H-FACE沁润石斛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207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爵嫩肤烟酰胺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久尔美修护能量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赫婷姜汁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32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琳钰颜玉颜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3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3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3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ZP丝滑液体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51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棠黛滋养美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54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5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5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绘红颜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63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柔光焕变妆前修颜乳（珍珠美
肌）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69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弹弹雾面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7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G温和舒缓净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76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简美 寡肽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8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DZP纤长炫翘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38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YUJIUKANG净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1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温润呵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2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3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臻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4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活力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5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动力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6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7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8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09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草本精粹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0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动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1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修护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3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5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莲黛 清透之钥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清透之钥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清透之钥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1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婧伊然倾慕系列口红R#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21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婧伊然倾慕系列口红R#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22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心机三色眼影YS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3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R SANUBAR 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R SANUBAR 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R SANUBAR 烟酰胺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圣方焕颜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0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香姿格 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温和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8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水润净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4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格 舒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0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肤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肤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草本肤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伊然倾慕系列口红R#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60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勺子三色流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61 广州勺子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feier朵 菲·儿睡眠保湿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71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纤长浓密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7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萱苒肌肽亮肤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0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笛乐妃VC润泽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九色眼影-黄昏沙漠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CURIUS多肽水光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斯美儿臻颜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7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斯美儿奇焕慕颜甲壳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89 广州蒂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A奥卡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5499 广州桃罗茜贸易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全天不脱妆银河流星眼
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2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芮琪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2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恭肤道补水修护养颜套组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30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朵茉丽寇 氨基酸清洁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39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瑞蒂紫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紫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紫球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范特西碎发棒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62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苒肌肽亮肤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65
广州医宗植物健康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沙棘精粹美肌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68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束梦寐睛灵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7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朴续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朴续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朴续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YM麦麻素黄金美白祛斑专属定制套
组-多效黄金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8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HY沐基者红花舒缓调理套-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598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审美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05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自然束爵色浓情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1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AOCA奥卡植物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19 广州桃罗茜贸易有限公司

Tianchen甜晨 椰油奢焕盈润护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24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CA奥卡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26 广州桃罗茜贸易有限公司
DLS微我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3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诗曼朵富勒烯光采焕颜肌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40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雕刻天使水润透肌沁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44
广州安悦生物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韩胜妍水漾遮瑕气垫粉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52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lowonder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54 广州绿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舒缓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舒缓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舒缓调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7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雪绒花靓颜嫩肤套-雪绒花靓颜
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8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雪绒花靓颜嫩肤套-雪绒花靓颜
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8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平衡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85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ACE沁润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88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益蒸堂草本拉丝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梵克诗鱼子酱胶原焕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699 广州慷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汀凝时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5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蒸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1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通润滋养套月月舒通润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6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活力滋养套月月舒活力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7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活力滋养套月月舒活力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8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愉悦滋养套月月舒愉悦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29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青春滋养套月月舒青春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0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愉悦滋养套月月舒愉悦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1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温暖滋养套月月舒温暖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2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温暖滋养套月月舒温暖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3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4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通润滋养套月月舒通润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5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秘密假期月月舒青春滋养套月月舒青春
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36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茶之素茶树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69
广州茶之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臻美奢润口红（SD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雪绒花靓肤多元精华液（舒缓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雪绒花靓肤多元精华液（舒缓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雪绒花靓肤多元精华液（舒缓
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7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牛油果水润套-牛油果水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笛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8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BEST蜜草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93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黑色经典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98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黑色经典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98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黑色经典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5798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逆龄提升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0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时光诱惑 SIGYOUHOR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04 广州唐美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六胜肽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1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少女小公举护颜柔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1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葡聚糖保湿平衡套-葡聚糖保湿
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2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葡聚糖保湿平衡套-葡聚糖保湿
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2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烟酰胺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37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注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鸿蒙珏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3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科丽美 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5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苛金苹果水分养护组合（40件套）-苛
金玻尿酸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6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苹果水分养护组合（40件套）-苛
金深度修护美肤原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7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苹果水分养护组合（40件套）-苛
金玻尿酸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8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苹果水分养护组合（40件套）-苛
金玻尿酸深度童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49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苛金苹果水分养护组合（40件套）-苛
金灵芝排浊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50
广州费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水光丝滑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光丝滑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光丝滑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水光焕肤尊享套-水光焕颜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5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JIUKANG臻养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1
广州柏俐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水光焕肤尊享套-水光焕颜按摩
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颜堂美肤莱羊胎素寡肽复合冻干粉套
组-羊胎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S.JD水光焕肤尊享套-水光润颜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水光焕肤尊享套-水光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7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使之约酵母焕采弹润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72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MRS.JD补水活肤修护套-寡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7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补水活肤修护套-舒缓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7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方一木鲟鱼子酱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79
广州名卿缘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童歆椰奶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歆椰奶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歆椰奶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8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安臣海洋之水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90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补水活肤修护套-亮泽保湿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9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使之约酵母紧致水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95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束岩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899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之素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玻尿酸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璽洋多肽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4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使之约酵母奢养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5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MRS.JD雪肌净颜嫩肤套-维生素靓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补水活肤修护套-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科丽美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8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4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0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芙泉男士矿物泥清透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男士矿物泥清透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芙泉男士矿物泥清透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玻尿酸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4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玫瑰滋润护手霜(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玫瑰滋润护手霜(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玫瑰滋润护手霜(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肌诗丹 优肌舒柔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优肌舒柔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优肌舒柔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丝滑精准眼线水笔 #02 MATTE 
BLACK 哑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6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2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诗丹 草本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俏丽少女萌系彩妆盒-滋润保湿
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俏丽少女萌系彩妆盒-纤长浓密
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美川星空滋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38 广州多美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白兰花营养护手霜(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白兰花营养护手霜(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白兰花营养护手霜(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雅诗俏丽少女萌系彩妆盒-轻盈丝滑
亲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GXO盈诱COCO原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盈诱COCO原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盈诱COCO原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樱花保湿护手霜(樱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樱花保湿护手霜(樱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樱花保湿护手霜(樱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5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颜宝靓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0
浩宝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1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深海鱼子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美不可维生素E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84
广州白里透红化妆品有限公
司

DSV烟酰胺魅力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95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博卡瑞尔净化焕颜靓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599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水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04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尔德丽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05 广州佐奥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道花蕾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06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道花蕾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07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道花蕾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08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钰纤姿颈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颈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颈部植物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1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菲诗媛六胜肽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1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季女王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22
广州聚亿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肆美 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37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鸿蒙珏美奢护调理冻干粉+奢护调理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44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清润丝滑
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4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云清流畅魅黑眼线笔 NO.70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6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葡萄籽养
肌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6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嫩肤冻干粉+嫩肤溶解液+嫩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66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葡萄籽养
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6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云清流畅魅黑眼线笔 NO.70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7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原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朵嘉丽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85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鸿蒙珏美舒柔养护冻干粉+舒柔养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97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099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私人定制肌肤管理套组-寡肽基
底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01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03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沁透水润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0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0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缈丝 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09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兰娜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娜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玻尿酸亮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RB精致持久极细眉笔（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4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妍之素玫瑰清爽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姿名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2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神经酰胺安肌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润莱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34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38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玻尿酸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4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苦参根抗痘舒适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4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MAYRE亮美人星光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46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MAYRE亮美人海蓝肌底水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47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友水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51 广州天爽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DANBOLI丹泊丽冰鲜水润透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56
广州丹泊丽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妍之素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5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玻尿酸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6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RB精致持久极细眉笔（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67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卉尚言草本馨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6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卉尚言草本通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芳堂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EI淄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EI淄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EI淄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哈雷彗星盈光流彩口红
（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79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海王星灵动梦幻口红
（白桃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82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中子双星气场女王口红
（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88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织女星甜蜜热恋口红
（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89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天王星光幻传奇口红
（红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97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J-Time多肽逆时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199 广州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天狼星神秘星光口红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01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冥王星粉漾淡雅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02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北斗星俏丽柔美口红
（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1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LIPTANGLY|唇纷火星魅惑蜜语口红（复
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11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心渼康缪斯女神水活原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13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品之秀花香芬香净透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15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韵淇草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1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ZU遮瑕泡泡粉底液（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遮瑕泡泡粉底液（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遮瑕泡泡粉底液（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沁颜逆龄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27
广州市华瑞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塑迩美水肌滢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34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半月檀晚安睡眠套组-晚安睡眠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48
玖禾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半月檀晚安睡眠套组-檀香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51
玖禾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這漾柳兰洋甘菊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53 广州这漾生活用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优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57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鸿蒙珏美臻致眼部冻干粉+臻致眼部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72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73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茉丽寇 黄金胜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77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柔丰盈润泽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82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十二色眼影盘-元气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84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鸿蒙珏美弹润紧致冻干粉+弹润紧致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90
广州市雅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念柔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92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柔水润修护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97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净颜套草本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298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道花蕾滋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0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芙采微青春定格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5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JIYAN乐肌颜富勒烯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08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2#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2#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2#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肆美 植物焕颜修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1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3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1#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1#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INGER花漾塑颜腮红01#奶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8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清扬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19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26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4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GXO盈诱COCO原浆滋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盈诱COCO原浆滋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盈诱COCO原浆滋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玥水光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0 广州欧漫知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纤细浓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纤细浓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纤细浓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ZSNC鱼子酱臻颜御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4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伊丝诺柔焦慕斯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5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清扬留香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59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审美玻尿酸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68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莉妍泉夏之恋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6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范肆美 焕颜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74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玉颈套-颈部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77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玉颈套-水源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78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妍泉活泉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7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明眸套-水源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80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明眸套-眼部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81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NE SKY鱼籽酱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82 广州古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菁纯焕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92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韵诗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394 广州钎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子計至臻紧致套-下巴紧致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1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日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日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日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莉妍泉活性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1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念柔蜂胶清爽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27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BIBOO雪耳水润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28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定妆无瑕小蘑菇气垫组合小蘑菇
焕彩弹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5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FUMI肤蜜补水保湿精华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460
广东肤蜜再生医学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葡萄籽养
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0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多层修护冻干粉+多层修护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03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葡萄籽养
肌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0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葡萄籽养肌修护礼盒-葡萄籽养
肌润妍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0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紧致冻干粉+紧致溶解液+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10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奢养修护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奢养修护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奢养修护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平衡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平衡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平衡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康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康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康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2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丽美光甘草定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696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阿依莲御唐王妃多肽蛋白提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27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多肽亮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28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莉家小黑管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家小黑管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家小黑管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6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妍泉抚纹蓝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6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酿小鹿蘑菇头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6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莉妍泉莹润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7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J-Time多肽逆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0 广州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海百合亮肤修护乳（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妍泉摩洛哥水润玫瑰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悦姿舒缓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6
广州集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媛弗熙夜间保湿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7 广州市彩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拉迪胶原美肌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88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悦姿花漾莹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90
广州集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乳木果滋养氨基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91
广州柏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物通健三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798
广州汉轩品牌策划设计有限
公司

巧琳哒净润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03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拉纳亲肤洁净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拉纳亲肤洁净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拉纳亲肤洁净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LMAYRE亮美人鲟鱼籽赋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29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亮颜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3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BOO黑米滋养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39 广州妃诗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雯之婳菁纯焕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5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思迪新肌水玉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66 广州臻姿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VC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VC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VC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氨基酸丝质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70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水光美肌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71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玫瑰多效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7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妍泉 氨基酸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8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科妮瓷肌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83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靳妃丰姿盈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92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靳妃丰姿盈润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93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靳妃丰姿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94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红石榴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9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丽嘉尔 轻盈光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6899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妍泉水润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妍泉小黄瓜水润精华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0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妍泉莹润丝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0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妍泉活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0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Ba魔法口红阳光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17 广州颜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世黛六宫粉黛轻奢滋润口红（野生姜
橘）#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20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世黛六宫粉黛轻奢滋润口红（鲜辣椒
红）#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21
广州市花世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维丝去角质沐浴露（樱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34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迪娜香芬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37 广州法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赏仙水润丝滑洗沐套装-香甜润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38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ZOZU烟酰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烟酰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烟酰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茉莉·花香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4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茉莉·花香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4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冰茉莉·花香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44
广州市伊芙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美雅舍寡肽多效焕颜套-唯美雅舍寡
肽多效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寡肽多效焕颜套-唯美雅舍寡
肽多效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寡肽多效焕颜套-唯美雅舍寡
肽多效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寡肽多效焕颜套-唯美雅舍寡
肽多效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净颜套草本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7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修护冻干粉组合套多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洁净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洁净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洁净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6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九九美肌养护套装-多肽美肌养护冻
干粉+美肌养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70
广州九九加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美九九逆龄修护套装-逆龄修护冻干粉+
逆龄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71
广州九九加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莉妍泉小黄瓜水润精华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丽嘉尔 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84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GLAZED 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8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GLAZED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8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YIOU以欧植萃精华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9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YIOU以欧植萃精华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9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YIOU以欧植萃精华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699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FLOWER  SECRET Mascara Facial 
Hidratante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0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Hydrogel rejuvenating 
face mask Golden hyaluron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Hydrogel rejuvenating 
face mask Golden hyaluron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Hydrogel rejuvenating 
face mask Golden hyaluron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2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叁时玖号多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29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宣谷老姜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3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伊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33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荟妍堂  通透盈肌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36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YQUEEN AVOCADO REPAIR MASSAGE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AVOCADO REPAIR MASSAGE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AVOCADO REPAIR MASSAGE 
NECK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3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清透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嘉尔柔皙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45 广州泊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诗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多肽靓肤冻
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多肽靓肤冻
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多肽靓肤冻干粉组合-多肽靓肤冻
干粉+多肽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jicai美肌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3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Meijicai美肌彩驻颜紧致冻干粉组合驻
颜紧致冻干粉+驻颜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4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莉妍泉活泉水润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8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哲舒缓保湿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88
广州市自然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形象美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B013（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B013（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自然立体旋转式眉笔-B013（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鞣花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睆宝熊果苷新活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6 广州睆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酷黑流畅持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轻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轻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轻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0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 舒缓养护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舒缓养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水润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0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多效靓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水润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润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负离子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嫩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1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自然俏眉立体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自然俏眉立体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自然俏眉立体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橙双色净透亮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27 广州兰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冰爽水润防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2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赋丝康 头皮净化保养系列套盒-赋丝康
头皮毛发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45
瑞朗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美熊妈御养通和精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49
广州市美熊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活性多肽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54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审美植物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81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和凤园玉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玉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凤园玉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MAX轻奢闪耀立体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7189
广州笛玛希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西羽梵VC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VC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VC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RODO 润爽美肌皂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04 广州柔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佰集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05 广州活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1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EIR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18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R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24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甄享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25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R小雨燕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28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明眸亮彩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3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3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 SANUBAR遮瑕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4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R SANUBAR遮瑕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4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R SANUBAR遮瑕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4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淡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4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Osdico紫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4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Osdico红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6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Loez夜间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z夜间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z夜间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妍泉冰爽清透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5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嘉美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60 广州嘉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dico绿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62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Osdico蓝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63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心渼康缪斯女神水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2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羽梵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羽梵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Osdico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4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心渼康缪斯女神水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6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dico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78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巨海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81
禅修阁（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媞纳斯鞣花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8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缪斯女神水活原生液I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85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花寇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29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么姜尚力 强韧固新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04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浅肤色03#+咖
啡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浅肤色03#+咖
啡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浅肤色03#+咖
啡色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花寇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1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花寇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1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花寇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1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花寇玫瑰面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香润嫩体组合-
香润嫩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肤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肤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肤清洁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花寇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2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欧兰灵芝臻颜保湿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灵芝臻颜保湿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灵芝臻颜保湿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BESSI 澜蓓丝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46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 BESSI 澜蓓丝胎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47
广州麦师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小娴水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53 广州奢小娴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娆奇幻放彩粉嫩透亮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56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媛世家温润净化草本套-温润净化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娆奇幻放彩粉嫩透亮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6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媛妆烟酰胺小核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6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媛妆烟酰胺小核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6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媛妆烟酰胺小核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6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CKFARM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7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7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KFARM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73 广州市领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清堂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7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79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自然色01#+深
咖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自然色01#+深
咖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双头靓丽修容棒(自然色01#+深
咖色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sdico黄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85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诗佳烟酰胺原液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8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寡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393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1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佳颜玫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78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兰蜜肌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0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研生量粒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蒂紧 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蒂紧 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之来 腰部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4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熊妈舒上通和精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5
广州市美熊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熊妈韵美通和精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6
广州市美熊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熊妈通和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497
广州市美熊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宫尚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透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透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尚美净透玲珑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通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通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草本通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姜艾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12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婷咪蜜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咪蜜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咪蜜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腰腹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钰颜玉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冰姿嫩肤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头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头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头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颜堂谷胱甘肽亮颜摇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35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QU∧水玲珑保湿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0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水玲珑保湿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0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水玲珑保湿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0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水玲珑保湿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0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姿缦每日定格焕肤套-嫩肤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1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姿缦每日定格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2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能量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能量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能量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LLA DEERE倾心高光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64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XIAOYISI小忆丝女人香水汪汪滋养水滑
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65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赫娜经典色甲油胶048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67 广州悠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娜经典色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297572 广州悠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莲黛 素颜密码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1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素颜密码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1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素颜密码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1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臻悦黄金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21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缈丝  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22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多肽透
润保湿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28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多肽保
湿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29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虾青素
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0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舒法蕾特舒缓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3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多肽滢
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4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多肽弹
润嫩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6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多肽深
层锁水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8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多肽美颜补水亮肤套盒-晶透补
水护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39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雪佳颜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40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凝肌五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42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笛焕颜晶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4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保湿抚颜沙龙组
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4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瑞蒂莲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莲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莲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姿新生醒活紫竹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1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香润嫩体组合-
月见草花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卡瑞尔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
依克多因淡纹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富勒烯焕颜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富勒烯焕颜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富勒烯焕颜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5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寡肽多效焕颜套-唯美雅舍寡
肽多效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61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弹力蛋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71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ESUNYA弹弹遮瑕气垫粉底霜1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76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娜经典色甲油胶047 粤G妆网备字2019297679 广州悠乐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卡瑞尔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
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赋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70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爱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00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双富勒烯素颜贵
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双富勒烯素颜贵
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 Delicate Skin双富勒烯素颜贵
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abao舒润修复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舒润修复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舒润修复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2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兰迪皇室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31
广州兰迪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碧泉多维舒悦修护组合-多维水凝嫩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32
广州尚橙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 草本肩颈舒畅套-肩颈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3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佳铭创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IZHITANG虾青素凝时修护冻干粉套-
CAIZHITANG虾青素凝时修护冻干粉
+CAIZHITANG虾青素凝时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3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靓肤冻干粉+靓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6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48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莉妙澜黄金多肽箐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1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瑶 草本固本套-固本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草本净化舒畅套-净化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草本暖舒保养套-暖舒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柏瑞蒂甜杏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甜杏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甜杏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茗瑶 草本臀美组合-草本臀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草本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茗瑶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59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施利蔻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4 广州博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 灵芝焕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黄金多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黄金多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黄金多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凝肌金尊五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69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塑肌臻品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0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塑肌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3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塑肌金尊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6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禾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六胜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雪肌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80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雪肌金尊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81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菁萃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87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胶原蛋白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90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彤完美赋活保湿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895
广州爱荟生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胶原蛋白宠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06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佳颜多肽修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07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菁纯菁纯胶原蛋白宠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11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芙诗尼 一滴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13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无患子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OUT FACE BLACK CLEANSING 
ALGI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3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鸿 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41 广州启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诗菁萃焕肤洁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4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ABOUT FACE BLUE MOISTURIZING 
ALGI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4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臻皙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47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BOUT FACE GOLDEN ANTI-AGE 
ALGI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4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UT FACE WHITE ANTI-ACNE 
ALGINAT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咖啡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1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小仙滋润顺滑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小仙滋润顺滑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小仙滋润顺滑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诗菁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5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菁萃多肽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59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造美师水光深透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6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利蔻氨基酸香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64 广州博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美师多肽鱼子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6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康芙角鲨烷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67
舒康肤（广州）医学护肤品
研发中心



德科丽美 肌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75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reme奢璞迷深层滋润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77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西瓜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81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敢爱之吻雅致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魅惑闪耀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8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焕颜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88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柏菲娜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96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丽蔻富勒烯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7998 广州植丽蔻贸易有限公司
娇姝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肌
底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06
广州涵肤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玻尿酸电动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0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之美芦荟植萃精华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09
广州合缘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蘭至紧致嫩皙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至紧致嫩皙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至紧致嫩皙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0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女性护理修护套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女性护理修护套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贵妃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19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卿颜清透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20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青春十二季积雪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28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十二季积雪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28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十二季积雪草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28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菲芯肌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32
广州卡希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诗活力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34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NE SKY山茶花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59 广州古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轻颜遮瑕雾感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62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丝绒防护霜（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67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后明妆艾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7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后明妆艾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7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后明妆艾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7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droa毛孔清洁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81 广州奥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阡花花漾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93 广州娇尔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原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095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兰厚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5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多肽修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多肽修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多肽修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蓝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蓝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蓝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羽扇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羽扇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羽扇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春黄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1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春黄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1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瑞蒂春黄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1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LICHIME丽姿美女人香舒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21
广州创美金谷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艾诺琦花漾酵花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3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娜渲氨基酸柔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33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NEHONE柔肤水雾高清粉-02#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43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青春秘密酵素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48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 时光透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5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微粒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5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亮彩沁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65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涑小核酸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6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巢婴幼儿泡沫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71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造美师多肽鱼子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7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美师水光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74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美师多肽鱼子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76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NEHONE柔肤水雾高清粉-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86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BEDIRUI贝迪瑞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196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01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狄索奈儿奢华滋润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02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多维修护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多维修护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多维修护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YZOYA可卸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18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2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O'BALLA  赋活润舒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赋活润舒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赋活润舒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紧致新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紧致新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紧致新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1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清颜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BALLA  酵母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酵母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酵母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 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TOOJA 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2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诺琦母菊酵醒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30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娜渲焕彩舒润眼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4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元棠牡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5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YUE怡玥壹玖柒液态清盈套-清盈草本
液+清盈紧致膜+清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91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纯植荟水凝冰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839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花芯语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0
广州柏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小仙蜂蜜莹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小仙蜂蜜莹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小仙蜂蜜莹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5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6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玫姿雪绒花靓颜嫩肤套-雪绒花靓颜
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0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葡聚糖保湿平衡套-葡聚糖保湿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1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娜渲嫩滑弹润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13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娜渲柔嫩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1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村莊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18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RA CHIC洋甘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19 广州彩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BESDAIR维生素E海藻保湿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2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元棠牡丹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30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35 广州启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茉莉活力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3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 心主题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4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柔嫩美肌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49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柔祖玛龙香水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58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小白W±W 樱花亮采嫩肤保湿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72
广州六度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植娜渲柔和弹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78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代·美氨基酸绵密卸妆洁颜泡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8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沛暄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89
广州巽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自己舒缓修护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92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馨堂 雪滢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95 广州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伯洛摩菲小分子肽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499 广州鼎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沛暄七子白焕颜玉容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02
广州巽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调衡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0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LEANJAD碧如皙 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11
广州壹佳名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丽美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14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jiaoya迪娇雅鳄鱼油活颜保湿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18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香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香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香叶橙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茶树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茶树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茶树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朵尕泊透明质酸钠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2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娜渲水润滋养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30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OLLAR弥拉牛油果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32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士尼樱桃夜间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37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月红保湿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4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光甘草定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42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43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念柔香薰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46 广州曼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露娃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48 广州雅斯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沛暄草本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51
广州巽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迦娜俪角鲨烷菁萃美颜油（苦橙花）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53 广州比欧贸易有限公司
艾羽莎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迦娜俪角鲨烷菁萃美颜油（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2 广州比欧贸易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清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4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青果菜活泉养肤套-青果菜活泉
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亿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71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71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71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透亮焕颜嫩滑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7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璟天香水凝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88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氏花青素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89
广州神氏芳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神氏花青素精华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90
广州神氏芳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贝诗密罗木水光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59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水光亮肤冻干粉组合水
光亮肤冻干粉+水光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00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太阳公主蓝铜胜肽修护组合套-蓝铜肽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2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蓝铜胜肽修护组合套-美肤修
护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3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蓝铜胜肽修护组合套-美肤修
护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5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蓝铜胜肽修护组合套-美肤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7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阳公主蓝铜胜肽修护组合套-美肤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8 广州善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热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热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桢奈热红酒系列四色眼影盘热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1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焕能滋养膜（会员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27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颜美小红瓶美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2 广州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rez&Honor ACN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Honor ACN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Honor ACN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erez&Honor ACN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紧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蓝铜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42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EIR仙人掌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50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元棠牡丹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53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自己舒缓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55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笛焕颜晶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5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妮摩术二裂酵母胎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661
广州汇优名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雪芙烟酰胺亮肤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亮肤多肽修护冻干粉+烟酰胺亮肤修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37 广州雪夫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LVC空气无瑕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50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蔓靓颜水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52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莉妙澜轻盈靓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53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美村富勒烯焕彩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64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束美酵素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66 广州乐阳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75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美朵尕泊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899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魅影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2
广州紫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红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3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红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3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蚕丝面膜（红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3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胶原蛋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1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密罗木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1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妍朵深层水润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24 广州水妍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悠沐雨微晶胶原紧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静悠沐雨微晶胶原紧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静悠沐雨微晶胶原紧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野蛮宝贝水润滋养面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33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AC轻雾双头自动眉笔（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轻雾双头自动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纯魅惑绚丽九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魅惑绚丽九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魅惑绚丽九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十二色眼影盘-都市女孩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4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S肌蜜凝润精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丽缘童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istus 香薰润肤乳（奢享呵护）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7
广州市原美财富贸易有限公
司

妍如懿金缕梅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59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6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菲诗梵奢宠舒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64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羽慧金堂焕颜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6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Cistus 香薰润肤乳（轻甜润养）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71
广州市原美财富贸易有限公
司

帅薇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73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帅薇 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7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华美滋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8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8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8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高倩孔雀石清调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8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帅薇 温养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096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QDQ润泽晶钻约会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润泽晶钻约会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润泽晶钻约会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伯洛摩菲小分子肽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10 广州鼎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ACE清爽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14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妆研生量粒肌底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肌底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肌底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怡然草本修护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27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草本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29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密罗木水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5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淨有效去粉刺鼻头贴（黑）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55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羽慧金堂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5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活力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淇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6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熊果苷莹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熊果苷莹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熊果苷莹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植养水嫩靓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78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榕树下研润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Viabeauty Наноср блота 
Галуронова кислот
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Наноср блота 
Галуронова кислот
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Наноср блота 
Галуронова кислот
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Чорн перлини 
та фльтрат равлик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Чорн перлини 
та фльтрат равлик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Чорн перлини 
та фльтрат равлика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榕树下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N STAR Gold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WAN STAR Gold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SWAN STAR Gold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KARVANNALL HAIR STYL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HAIR STYL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HAIR STYL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贝透明质酸胶原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0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牛迪通通灵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1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牛迪通通灵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1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吸黑
头泥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吸黑
头泥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吸黑
头泥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19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之伶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3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梦之伶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3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iabeauty Natural Code гдрог
елев з жемчужною е
сенцю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Natural Code гдрог
елев з жемчужною е
сенцю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Natural Code гдрог
елев з жемчужною е
сенцю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NaturalCodeг дроге
лев зб о-золотом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NaturalCodeг дроге
лев зб о-золотом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NaturalCodeг дроге
лев зб о-золотом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恋自己舒缓修护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08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自己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13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星优选悦享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23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Viabeauty Колаген та Бо
-золот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Колаген та Бо
-золот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Viabeauty Колаген та Бо
-золот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3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美朵尕泊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4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焕采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45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植萃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四肢魅力套组-疏导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 四肢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 四肢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 四肢魅力套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朵尕泊水光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6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朵尕泊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SUYAN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YSUYAN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YSUYAN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2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皙植萃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01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小分子密集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分子密集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小分子密集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里斯曼多肽养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14 广州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皙冰肌水分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17 广州御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FS舒畅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舒畅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舒畅调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丽缘明眸亮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2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妍如懿水光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31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美淨有效去粉刺鼻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32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妍之素向日葵滋养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4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恋歌 焕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47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一婳双彩舒畅套顺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5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如懿莲子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61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享童颜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6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享童颜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6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享童颜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6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人贝水感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65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三荣美丝胶原护卷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73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贝诗佳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套蓝铜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7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恋歌 焕颜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80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妆研生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尊莹紧致修护润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9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箐肤颜小百瓶能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小百瓶能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小百瓶能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 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0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如懿熊果苷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0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2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滋养女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滋养女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滋养女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1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如懿烟酰胺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27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如懿洋甘菊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38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舍蕊蚕丝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4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形之魅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之魅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之魅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烟酰胺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4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以樱花香氛晶闪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以樱花香氛晶闪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以樱花香氛晶闪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玫瑰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65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馥蓉花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466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血燕娇颜套-血燕娇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蓝铜肽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透
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透
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透
深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能
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能
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赋能
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血橙润颜套-血橙润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肌
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肌
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净肌
卸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美人贝裸妆透肌CC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5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透
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透
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清透
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5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CHUNDAO春稻玫瑰水漾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63
广州好季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缇兰朵特润蓓护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72
广州市和仕易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HAGLOFS 柔润丝滑倾慕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73
魅可（广州）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HAGLOFS 柔润丝滑倾慕唇膏 04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74
魅可（广州）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HAGLOFS 柔润丝滑倾慕唇膏 03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76
魅可（广州）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花渐玻尿酸水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78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3酒红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4烈艳慕斯999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1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5烂番茄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6柔雾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3#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3#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3#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4#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4#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4#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5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1#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6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1#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6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1#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6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5#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5#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5#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7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2#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2#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悦曲彭彭爱恋丝绒唇釉（五支装礼
盒）2#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黑玫瑰水晶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黑玫瑰水晶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黑玫瑰水晶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8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红樱桃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0 广州展申商贸有限公司

E恋仁魅力丝绒黑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4
广州裕康长盈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薇宝璀璨小金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2经典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3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4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99599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1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0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5烈艳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01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姿芳华蜜语口红 06红棕焦糖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0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朵娜臻致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0
广州希朵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汇国际焕颜活肤修护美肌冻干粉+华
汇国际焕颜活肤修护美肌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汇国际焕颜活肤多肽保湿冻干粉+华
汇国际焕颜活肤多肽保湿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3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汇国际复合肽冻干粉+华汇国际复合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多肽滋养修护冻干粉+滋养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冻干晶萃丝+冻干晶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冻干晶萃丝+冻干晶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冻干晶萃丝+冻干晶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29 广州市名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润肌冻干粉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3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润肌冻干粉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3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润肌冻干粉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3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牛油果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4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皎柔 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5 广州市可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皎柔 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5 广州市可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皎柔 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5 广州市可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皎柔 积雪草深层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5 广州市可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玻尿酸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氨基酸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5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燕檀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68 广州古燕实业有限公司
古燕百合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0 广州古燕实业有限公司
古燕桂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1 广州古燕实业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头发香水特硬闪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头发香水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头发香水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4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银缪缪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6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粉缪缪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7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赫芭蒂HeBaDi蓝缪缪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8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USUPSO精细微雕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7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ZP琉光幻魅液体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8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琳伊度精致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精致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精致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8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斯灵动美眸浓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82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恒妆亲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698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释青春 SHIQINGCHUN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13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妍皙隔离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16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色之谜柔滑隐形遮瑕隔离霜03嫩芽绿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19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色之谜柔滑隐形遮瑕隔离霜02梦幻紫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0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冰肌感富勒烯·日夜防护组合-
冰感润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典亮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28 广州灵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无暇防护隔离乳 2#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3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童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拉拉贝斯沙漠骆驼奶原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6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透
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透
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爱茜缘AIXIYUAN肌源净肤套装肌源晶透
动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4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心渼康缪斯女神水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51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如懿多肽七叶树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59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汇国际焕颜活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6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玻尿酸透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6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光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莎威斯特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4
广州莎威斯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IERL VICHE蝶丽微雅胶原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ERL VICHE蝶丽微雅胶原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ERL VICHE蝶丽微雅胶原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7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研生量粒高光泉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高光泉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高光泉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1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质感雾光唇釉 100蜜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花漾幻境花露唇釉 02蜜糖柑橘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89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质感雾光唇釉 109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29979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宋黛生花明媚眉笔 NO.7006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0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宋黛生花明媚眉笔 NO.7005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0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04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卓酷酵母卵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11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野蛮宝贝亮肤修护面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12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畅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畅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畅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源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源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源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子溪玫瑰清润舒缓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1
广州水源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丽缘明眸亮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馨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宸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紧致焕颜精华液（夜
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45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光润活颜精华液（日
用）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46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5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红韵新颜丝滑柔润口红02#（桃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红韵新颜丝滑柔润口红02#（桃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红韵新颜丝滑柔润口红02#（桃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巨藻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79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TURELY露初莱 备长炭矿物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83 广东露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897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美道魅后粉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12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M+CHUN养发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1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CHUN养发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1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CHUN养发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1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20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Dating18婴儿肌舒缓弹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23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禾蓓丝调肌修护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30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蓓丝亮彩紧致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34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3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叶杜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3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毛孔净颜通孔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女性护理修护套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4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  腹部润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4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腹部润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4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  腹部润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43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丽缘童颜活肤膜+蜂丽缘童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膜+蜂丽缘童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膜+蜂丽缘童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品菲奈雪颜亮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尚美品 透明质酸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6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品轩 舒缓夏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夏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夏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通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通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通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菲奈雪颜匀净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兰玳类蛇毒肽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6 广州兰玳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颜宝动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动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动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ΛYGIRIM滢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7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蜂丽缘明眸亮彩金箔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金箔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明眸亮彩金箔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7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涯爱靓积雪草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美奇足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1 广州华楷日化有限公司
采恋歌 牛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3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蜂丽缘颜宝养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养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养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动力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动力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颜宝动力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童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胶原蛋白线+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胶原蛋白线+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胶原蛋白线+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奢密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多肽线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2999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夜来美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0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毅婷 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 草本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诺琳思康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 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蜂王浆蛋白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1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维生素C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2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梵丽桦树汁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33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维尔兰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35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塑迩美水肌滢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1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瑞佩尔金钻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2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兰朵草本美容养颜精华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植萃蜂能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6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贝雅尼美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48 广州芭非丽贸易有限公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植萃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51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流波轻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55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肩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肩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肩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6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依朝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71 广州朴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7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7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74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尚日化红花润护皲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81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俸颜兮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俸颜兮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俸颜兮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8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卿颜滋润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90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竺草堂舒畅清排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9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094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0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0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0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怡然草本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01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花寇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1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岚蒂莎臂腿俏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臂腿俏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臂腿俏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轻柔顺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轻柔顺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轻柔顺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ZURA山水妤姿美肌光感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33 广州菲比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元棠牡丹沁润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35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倾城肌原初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44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绚六胜肽紧致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59
广州娅兰国姬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菲奈雪颜透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6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菲奈雪颜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6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能薰衣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67
广州市昊晟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调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调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调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酷氨基酸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氨基酸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氨基酸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S牛油果倍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78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毛孔细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8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毛孔细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8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吸黑头清洁护理套装-酵素
毛孔细致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8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六胜肽眼部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8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菲奈雪颜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然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193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草本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0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寡肽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YSS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SS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SS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0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E-F323 塑形丰盈蓬松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23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KEFINEON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EFINEON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EFINEON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焕彩舒润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27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元棠牡丹沁润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30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空灵唯美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32 广州恒生医学研究院
造美师水光深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3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神经酰胺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3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姿兰清漾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4 广州鑫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i人参八珍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人参八珍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47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恋歌 焕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51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唯尚美冰肌感富勒烯·日夜防护组合-
润肌补水修护精华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5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58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7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7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7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ZWE草本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ZWE草本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YZWE草本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美欣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诗美欣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诗美欣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琪贝姿焕颜活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88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烟酰胺焕肤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9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onato赋活小分子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29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蓉花佛手柑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02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腹部润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腹部润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腹部润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 灯泡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 灯泡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 灯泡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魅莱 艾地苯锁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5
广州卡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科丽美紧致修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18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胶原蛋白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27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水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水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水漾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冰川泡泡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30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倾泉微脸抗衰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4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牛油果盈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4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亮颜修容蜜粉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47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5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5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52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山茶花防皲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54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56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还幼天使紧致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紧致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紧致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翳密龄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69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美丽传说胶原美肌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7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7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7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7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丹兰草本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86 广州康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黑金抗氧化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9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3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品造型魅力派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0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J清肌透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4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摩炫派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5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07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魅力派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梵清莲醒肤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4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1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菲奈雪颜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牡丹沁润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炫派香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2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汐 白兰花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 白兰花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 白兰花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炫派香薰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润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NTENGCILISHOU西番莲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8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蜜盈润蜂胶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39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唯蜜花园激硬闪亮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蜜盈润蜂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海洋珍珠嫩肤提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植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海洋珍珠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摩炫派滑亮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5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海洋珍珠嫩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洋甘菊舒缓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蜜盈润蜂胶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59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柏诺洋甘菊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6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67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千妍焕颜净透嫩肤组合套焕颜净透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71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欧柏诺洋甘菊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7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臻魅绒密防水睫毛膏 NO.7007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7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千妍焕颜净透嫩肤组合套焕颜净透亮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79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古缇丝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0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曼朵富勒烯净颜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5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臻魅绒密防水睫毛膏 NO.7008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千妍焕颜净透嫩肤组合套焕颜净透修
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89
广州灵烈生物制品科技有限
公司

佳铭创美蜜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蜜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蜜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牡丹沁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4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ALLA腹部润美水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腹部润美水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腹部润美水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玻尿酸安瓶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49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泌丽 玺宝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13
康生干细胞再生医学科技
（广州）有限公司

依莎迪奈烟酰胺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烟酰胺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烟酰胺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蕊丝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蕊丝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蕊丝 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3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立体柔焦修容棒DXB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5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VELOVE存爱银璨皙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53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5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雪肌臻品九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02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唯蜜花园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63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心机三色眼影YS0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6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佳妮谷胱甘肽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70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韩翳密龄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7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74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妤鲜花青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77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心机三色眼影YS0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80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兰熙活泉水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3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韩翳密龄瓷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7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威夫德国洋甘菊烟酰胺清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699
联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斯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烟酰胺亮肤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02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佳妮谷胱甘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08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植娜渲焕彩舒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1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纷积雪草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肌源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纷水杨酸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瑞娜多维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24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汀纪美奢华灵芝肌肽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45
广州奢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丹兰臻宠抗皱滋养修护套组-臻宠
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46 广州康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柏诺牛油果盈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4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多肽润颜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双富勒烯素
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双富勒烯素
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ystal Clear & Delicate双富勒烯素
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5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体神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64
广州久不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姿媚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65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寡肽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71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7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7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润美容养颜两件套 美容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7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瑞娜多元赋活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78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伊头皮护理洗发乳（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89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伊头皮护理洗发乳（祛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90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弹弹遮瑕气垫粉底霜1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92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富勒烯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94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美人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96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草本丹兰明亮眼部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0798 广州康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虾青素透亮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03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春妃积雪草滢润保湿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07 广州威亦贸易有限公司

植娜渲清透美肌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10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姿源焕颜雪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1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摩炫派定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1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姿源清透焕颜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2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毛孔清洁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27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35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御泽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9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泽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9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泽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89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芦荟补水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芦荟补水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芦荟补水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百草多肽美颜冻干粉组合多肽美颜冻
干粉+多肽美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百草多肽美颜冻干粉组合多肽美颜冻
干粉+多肽美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百草多肽美颜冻干粉组合多肽美颜冻
干粉+多肽美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兰熙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16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泽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泽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泽堂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蕾丝瓷肌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审美神经胺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2
广州市审美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留香世家茉莉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茉莉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茉莉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樱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樱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樱花香氛花瓣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2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颜丽人瓷肌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3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法尔加草本喷喷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5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6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6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bal Body Moisturizer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6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祛角质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7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ANDSLAM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ANDSLAM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ANDSLAM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醒肤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醒肤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醒肤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黑头护理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4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净化清透修护套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萬涟清靓彩金纯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0996 广州华易翔通商贸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净化清透修护套植萃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0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紧致美肌淡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紧致美肌淡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紧致美肌淡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LVC空气无瑕气垫CC霜（自然肤）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15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净化清透修护套植萃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1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莹润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莹润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莹润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莎蓝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组合-纤连蛋
白肽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6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hada童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童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童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5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威夫德国洋甘菊芦荟凝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60
联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涵萃活肤鱼子酱焕耀臻萃礼盒-鱼子酱
焕耀臻萃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活肤鱼子酱焕耀臻萃礼盒-鱼子酱
焕耀臻萃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活肤鱼子酱焕耀臻萃礼盒-鱼子酱
焕耀臻萃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发膜（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洗发乳（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洗发乳（尊
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发膜（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7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植物营养修护调理洗发乳（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植物营养修护调理发膜（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8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邂逅保湿香氛沐浴精华液（尊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09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希欧雅水乐源锁水保湿沁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01
广东雪娇婷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YSBRODER持久定妆色乳（咖啡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SBRODER持久定妆色乳（咖啡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SBRODER持久定妆色乳（咖啡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科莎蓝光果甘草瓷肌组合-光果甘草瓷
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06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莎蓝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组合-氨基酸
柔软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焕颜睡眠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莎蓝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组合-纤连蛋
白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5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系列套盒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系列套盒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系列套盒
彩贺丽阿依黄金人参娇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莎蓝胶原蛇毒肽抗衰紧致组合-氨基
酸柔软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198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iCO甲油胶（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09 广州吉泽商贸有限公司
BEAUTiCO甲油胶107M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10 广州吉泽商贸有限公司
BEAUTiCO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11 广州吉泽商贸有限公司

CHTING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13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悦活精华粉
底露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19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萃臻养柔焦粉底霜 云皙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2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妍记花萃臻养柔焦粉底霜 玉樱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22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钙养精华粉底液（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26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蜜轻透恒久美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27 广州芭莉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蝶恋花美颜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3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琪莱蝶恋花美颜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3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蝶变美妆美颜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3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蝶变美妆美颜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3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亮颜修容蜜粉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42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精细微雕三角眉笔03#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4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精细微雕三角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5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PEPPERAZZI芷菲猫格格木兰英姿勃勃眉
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51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USUPSO精细微雕三角眉笔02#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5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L'SHENGY绿生源酷黑纤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63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L'SHENGY绿生源美睫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6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释青春 SHIQINGCHUN海洋冰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71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ZILI法姿莉 乳糖酸缓释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92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莎蓝胶原蛇毒肽抗衰紧致组合-胶原
蛇毒肽抗衰肽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95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水光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水光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水光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2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威夫德国洋甘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06
联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妍卉清美人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09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妍卉清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1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花润雪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氨基酸净透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悦颜祛痘洁面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6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新肌焕颜洁面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8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娜渲活泉有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19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美村富勒烯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22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26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榕树下研润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清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娜·丽姿烟酰胺洁面卸妆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33 广州康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佳贝妮活性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43 广州米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46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aan德兰朵植萃焕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4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HIN美心氨基酸舒缓净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50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菲之冉婴儿洗发沐浴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婴儿洗发沐浴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婴儿洗发沐浴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莎蓝光果甘草瓷肌组合-光果甘草瓷
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69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莎蓝光果甘草瓷肌组合-氨基酸柔软
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70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娜渲净透亮肤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74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拉娜富勒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7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8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滋润口红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89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哑光红口红浆果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0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植物滋养口红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1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天使之吻口红02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2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凝彩丝绒口红#04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6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丽卡天使之吻口红03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7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哑光红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399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胡萝卜素修护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20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红樱桃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44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哑光魅力唇膏诱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48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DO爱丽甜蜜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4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ZILAIX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55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ZILAIX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60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ZILAIX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61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ZILAIX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62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ZILAIX资莱皙五色缤纷唇釉（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63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魔魅新肌唇膏滋润型玫豆沙#1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7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魔魅新肌唇膏滋润型香杏粉#1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7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魔魅新肌唇膏滋润型桃花粉#104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7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魔魅新肌唇膏滋润型元气橘#1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7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卿动新肌唇釉 糖豆沙#3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79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卿动新肌唇釉 极夜红#3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80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美龄护肤套- 塑迩美微肽修护冻
干粉+塑迩美微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84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塑迩美深层焕新冻干粉套-塑迩美深层
焕新冻干粉+塑迩美深层焕新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85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小琳日记羊胎素青春焕颜修护冻干粉套
装-羊胎素青春焕颜修护冻干粉+羊胎素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86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莎蓝光果甘草瓷肌组合-光果甘草瓷
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97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玻尿酸B5双效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98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莎蓝透明质酸深层补水组合-透明质
酸储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499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贝妮24K动感抗皱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0
广州纯王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传奇 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1
广州花颜传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腹美净深层修护精华液+深层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深层修护精华液+深层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深层修护精华液+深层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DD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肌因修护冻干
粉+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7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SEVEN TO NINE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
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8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逆龄一号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09
广州逆龄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柯嫚熙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18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婉卿嫩滑柔亮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嫩滑柔亮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嫩滑柔亮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2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逐梦双眼皮定型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2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LAIERL VICHE黛兰雪青春焕颜紧致按摩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ERL VICHE黛兰雪青春焕颜紧致按摩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ERL VICHE黛兰雪青春焕颜紧致按摩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娜紧致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3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凝颜晶致柔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凝颜晶致柔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凝颜晶致柔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莎蓝透明质酸深层补水组合-氨基酸
柔软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55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斯琪抗皱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58 广州同亨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科莎蓝透明质酸深层补水组合-透明质
酸储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64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65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还幼天使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6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6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素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6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扮蓝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70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净颜玉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7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润雪清洁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清洁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清洁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诗魔力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魔力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魔力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TTOV薇特薇多肽修护精华液+VOTTOV
薇特薇紧致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19301595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涯爱靓富勒烯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低聚糖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肌底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肌底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肌底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佳肌底养护套养护液+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09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11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莎蓝透明质酸深层补水组合-透明质
酸储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12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梵丽酵母玻尿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14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去屑免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19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佰卉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2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4#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4#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睛彩四叉水眉笔（04#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莎蓝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组合-纤连蛋
白肽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33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日常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34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原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3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馥蓉花檀香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43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怡神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48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名匠向日葵美肌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5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丝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64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美噜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6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朱疯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6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塑迩美美龄护肤套- 塑迩美美龄优颜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73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红颜悦纯萃苹果修护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79 华佗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奥柏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8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花润雪透明质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透明质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透明质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1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塑迩美表层焕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3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博度源老姜原液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4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柏肤多效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怡颜春烟酰胺靓颜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烟酰胺靓颜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烟酰胺靓颜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竹水光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竹水光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玉竹水光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角鲨烷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角鲨烷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颜春角鲨烷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69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歆传明酸原液套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丽蔻富勒烯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5 广州植丽蔻贸易有限公司
萱肌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俏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俏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俏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07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七草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17 广州润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七草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19 广州润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桂肤乐赋活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23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梵丽桦树汁烟酰胺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33 广州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美人肌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39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泡沫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4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泡沫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4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62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66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瑞娜烟酰胺亮肤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70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71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虾青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73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柏肤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85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奥柏肤透亮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87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榕树下研润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金箔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9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本丹兰臻宠抗皱滋养修护套组-臻宠
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94 广州康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797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诗嫚祺 驻颜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21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妍卉清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25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Osdico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29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科丽美酵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30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新生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35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赋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奢华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46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伊丝诺 新生蓓蓓盈肌清透蜜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4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时光多肽鲜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时光多肽鲜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时光多肽鲜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多维立体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多维立体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多维立体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品轩 舒缓秋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秋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秋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惑VC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6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娜富勒烯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6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威夫德国洋甘菊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887
联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露仕提雅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0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scolor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04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人时代焕颜补水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07 广州怡丽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丝滑柔肌透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2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RDD脐带精华肌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31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纤渼源倍润活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4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莹润焕颜保湿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4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胶颜知己  植物奢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胶颜知己  植物奢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胶颜知己  植物奢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1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双头造型眉笔01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5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双头造型眉笔05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6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双头造型眉笔02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6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JAQUA CHERI水母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68 广州市雒雅贸易有限公司
佐俪烟酰胺凝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75 广州臻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温润舒缓身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温润舒缓身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温润舒缓身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7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祛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80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小薇·修护之星 无水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0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1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SULGEE雪阁富勒烯提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富勒烯提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富勒烯提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双头造型眉笔04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1930199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0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亚丽人青春套-瑞亚丽人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06
广州瑞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卉清美人肌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08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侬绎佳酸碱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序 维稳特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自序 维稳特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蕊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7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花润雪面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面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面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卉清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0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瑞亚丽人青春套-瑞亚丽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2
广州瑞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ttoSkin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3 可托（广州）咨询有限公司
伊姿曼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蕊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6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030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双头造型眉笔03奶咖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暨搏生物复合肽冻干粉+暨搏生物复合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娜渲四季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4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澜琪密罗木倍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雅澜琪密罗木倍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雅澜琪密罗木倍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36 广州盛妍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卡妍蔻胶原蛋白奢宠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56
广州兰语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水润养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66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肌肤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7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肌肤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7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灵狐阁-俊博寡肽冻干粉亮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83 广州妆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里斯曼活泉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488 广州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清韵净肌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2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2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2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2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幸孕加美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27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30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幸孕加美花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38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净肌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0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ANDSLAM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ANDSLAM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RANDSLAM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面部活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2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水光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6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本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47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樱花香氛花瓣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51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 蜜斯莉樱花香氛花瓣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51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68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控油男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控油男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然美美肌彩珠凝润控油男士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6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赋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70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本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71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护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74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RDD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脐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80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RDD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童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82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舍蕊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88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妍之素洋甘菊舒润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焕亮嫩肤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焕亮嫩肤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焕亮嫩肤软膜活性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卡贝尔 水润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4 广州涵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25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养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艺养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艺养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舒尔滨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VELOVE存爱水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07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金致新肌蜜色唇釉 透明变色
#3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14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21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无痕伊生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23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丽子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2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润养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3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闭合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闭合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闭合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花之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3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LYSS双富勒烯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SS双富勒烯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SS双富勒烯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蕊爱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49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蕊灵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50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51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俏佳心覆盆子轻轻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6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妍BAOYAN花萃致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69
广州市百赋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娜渲嫩滑美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78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佳颜修颜焕肤冻干粉+修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9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凝彩亮肤妆前乳（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269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焕颜活肤多肽保湿冻干粉+暨
搏生物焕颜活肤多肽保湿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0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焕颜活肤修护美肌冻干粉+暨
搏生物焕颜活肤修护美肌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1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2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月生姜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22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焕颜活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2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清透焕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3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红人世佳奢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33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奢华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34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芝堂 富勒烯小安瓶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4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水源世家亮彩眼部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42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姑兰克孜益生菌水莲花肌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45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兮谷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48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护士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晶纯水亮美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曼妙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2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俏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3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奢华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4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泡芙妮生姜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6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芙妮生姜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6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芙妮生姜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6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曼妙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759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萱肌铁皮石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铁皮石斛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肌源赋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08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夜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拉娜富勒烯奢润调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1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2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赛拉娜富勒烯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2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卉清眼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34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花润雪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莱德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2
广州优尚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驷秘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6 广州欧澜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琳芳芳草本美容美颜二合一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烟酰胺密集瀑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65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臻清妃植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法迪娜香芬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80 广州法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蓉花保湿靓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90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2895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Champion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00 广州美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首乌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赏仙水润丝滑洗沐套装-清爽芬香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23 广州北飘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1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科莎蓝胶原蛇毒肽抗衰紧致组合-胶原
蛇毒肽抗衰肽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2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莎蓝胶原蛇毒肽抗衰紧致组合-胶原
蛇毒肽抗衰肽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3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鲜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鲜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鲜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密嘟血橙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40 广州辽红贸易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营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46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缘媚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49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和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8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丽子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DDEI紧致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9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茱莉.薇薇安 多肽冻干粉 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97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皓质呈露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299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水瑶 蜂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嫊羽芊草本轻盈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31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素汀清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57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60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雲深不知处保湿抗皱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67 广州笑艺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GGS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69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倍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1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传祖瑶辅酶Q10活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3
红头瑶（广州）健康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 臀部养护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7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水瑶 蜂肽舒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8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活力色彩芦荟胶（浓缩精华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90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研本草黑老虎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96 广州中科研究院有限公司
卡仕凝润美卷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097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颜春弹润滋养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颜春弹润滋养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颜春弹润滋养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0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丝滑雾感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0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呵雅白芨红花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07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氨基酸丰盈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13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粉红知己修护套胸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1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丝柔无痕修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润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润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润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嫚熙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5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DimAshi焕颜靓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8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怡芙美莱祛痘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2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季新活娇嫩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3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新活娇嫩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3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新活娇嫩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3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嫚熙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0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柯嫚熙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2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柯嫚熙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4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柯嫚熙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5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友氧 六胜肽焕颜赋活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嫚熙水光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7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黛雅莉斯粉红知己修护套水晶胸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4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净颜柔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53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5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萃植精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57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熙焕颜净透靓肤套（尊享套）-焕
颜净透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62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肩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63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黛雅莉斯粉红知己修护套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6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水瑶 蜂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7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活力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80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 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81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84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ESEDO爱丽甜蜜柔肤洁卸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86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雅诗美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诗美颜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兰熙焕颜净透靓肤套（尊享套）-焕
颜净透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6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兰熙焕颜净透靓肤套（尊享套）-净
透焕颜水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7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透爽愉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198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素汀素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02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凰梵香氛护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07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 臀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忠贝堂艾草头皮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0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TONGHUIMAMA同汇妈妈净透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10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禅思甘露驻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25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柏肤多效集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27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锦荣花三生约变色淡彩唇膏-奶糖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3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荣花三生约变色淡彩唇膏-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3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谷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38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新土元素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41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澳兰熙肌密复颜修护套（尊享套）-肌
透密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44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愉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4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锦泉韵美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47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澳兰熙活泉水漾水肌套（尊享套）-活
泉水漾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48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zzle Angel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51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树下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5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嫚熙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59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特秀复方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65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臻美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6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特秀复方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67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兰熙肌密复颜修护套（尊享套）-肌
透密集修护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68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水光莹润焕肤组合水光莹润清肌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77 广州市泉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 菲·儿轻盈无痕四宫格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81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米玫瑰多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8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 腹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享悦然 腹部养护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精华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精华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精华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2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梦雅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水光莹润焕肤组合水光焕肤清排
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3 广州市泉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肤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水润滋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6
广州萱姿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SSY MAGIC金钻樱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17 广州市娅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颜神韵美肌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0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瞳妮美水光莹润焕肤组合水光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1 广州市泉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莉莱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莉莱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莉莱紧致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水光莹润焕肤组合水光焕肤滋润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28 广州市泉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月倾城 臀部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柒起多肽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4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多肽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4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多肽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4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焕彩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49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柔顺松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5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柔顺松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5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柔顺松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5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EDO爱丽甜蜜洁净柔肤精华洁卸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51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都市熬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都市熬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都市熬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涵臻美美肌霜（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6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虫草沁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森缇植物精粹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70 广州阳火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7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7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7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丝盾 焕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82
广州市面膜世家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皓质呈露氨基酸滋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85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流金密匙黄金贵妇眼膜组合-黄金液+黄
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88
广州泰诚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水妍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39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冠楊氏莹肌无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3 广州春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冠楊氏莹肌无痕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4 广州春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腹美净紧致舒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09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1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肌肤伴侣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3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3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五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五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五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4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植物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51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HAGLOFS 柔润丝滑倾慕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57
魅可（广州）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珍维丝去角质沐浴露（薰衣草香）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5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毛孔清透细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6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6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佳颜舒缓靓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美佳颜舒缓靓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美佳颜舒缓靓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蝶梵希蜜润修颜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84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一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一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一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缌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0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能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二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二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二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4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lvyBrown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lvyBrown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lvyBrown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三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三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三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四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四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伦兰妮炁元素套组（炁元素四号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微金赋活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05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之冉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1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焕醒肌源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17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47 广东博科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ARLEY LILLY 参姜鲜榨原汁养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5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慕银色山泉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银色山泉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银色山泉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蓝风铃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红尚韵纤韵柔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3 广州粉红丝秀美容有限公司
芳慕大地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大地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慕大地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焕醒肌源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8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GSG水润素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8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芭比水光肌气垫霜（21#蜜桃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92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芭比水光肌气垫霜（23#裸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93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幻彩丝柔隔
离乳 03#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597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倾世盈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01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袖妆妍焕采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06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水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0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倾世盈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2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微颜神韵美肌烟酰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6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肌琳莎百合柔滑迷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百合柔滑迷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百合柔滑迷人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2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洁面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32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男士墨藻控油净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35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贵颜美水光净透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36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39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欧柏诺牛油果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4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4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LEGEE风姿闪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45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草本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52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注水
肌原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61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新彩洋甘菊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6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洋甘菊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6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洋甘菊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63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水润
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82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爆水
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84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妈咪靓肤焕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693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变妈咪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705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束焕醒肌源双色腮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710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妈咪控油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711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舍蕊肩颈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722
广州国露药妆生物科技研发
中心

玉人红颜阁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72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润源通浴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03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禾蓓丝补水锁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15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5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闭合紧致套组-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毛孔排浊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毛孔排浊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毛孔排浊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么 那膜 胡萝卜深层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95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蒂肤复合浓缩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399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蕊冰肌淋补水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01
广州妙蕊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锐佳女王紧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04
广州欧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蕾 蜜芯芳香精油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06 广州淳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YPELIZABETH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11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Feiyue菲约·玻尿酸修护面膜（夜用
片）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17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舒植物草本泥膏（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20 广州瑞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鞣花酸净肤套-鞣花酸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优悦沙棘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沙棘
多肽修护冻干粉+沙棘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永优悦沙棘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沙棘
多肽修护冻干粉+沙棘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永优悦沙棘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沙棘
多肽修护冻干粉+沙棘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鞣花酸净肤套-鞣花酸净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3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鞣花酸净肤套-鞣花酸净肤修护
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3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LEGEE风姿闪亮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33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也西男士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36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Feiyue菲约·水光嫩肤面膜（日用片）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41 广州菲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BT猴头菇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43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LEGEE风姿闪亮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51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蒂曼水光防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53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舒缓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6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幸福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琪纯QICHUN 星钻盈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 星钻盈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 星钻盈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8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珀诗洋甘菊水润保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9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媛润纹修护精华套盒-润纹修护精华
霜[家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9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蒽多效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097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排浊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排浊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季毛孔排浊套盒-排浊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 迷恋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 迷恋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 迷恋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素汀清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4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塑颜娃娃多肽靓颜冻干粉 +富勒烯靓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06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雅舍逆时焕颜磁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1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清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1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iki奶油慕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17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子爱婴儿玉米爽身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18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芙妮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22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芙妮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22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芙妮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22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玻尿酸安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24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悦颜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2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净颜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30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NVHUA淑女花朱砂寒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34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VECPG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39 广州美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麦角硫因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4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复合浓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4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多肽优品密集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50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蒂肤海茴香新生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5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多肽优品密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55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悦颜祛痘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5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NVHUA淑女花白鹤归原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6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RSP芙然尚品山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61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蒽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66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悦颜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69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御养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SP芙然尚品花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3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炫黑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NCCU丰盈臻润唇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CCU丰盈臻润唇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CCU丰盈臻润唇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婴儿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80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婴儿甜杏仁保湿滋润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93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妆研生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1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蔓蒽肌底赋活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05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NILITOYA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13
广州市铭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瑞娜神经酰胺安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18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研生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婴儿防皲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26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MRS.JD水光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3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蒂肤复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4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南日记滋润修护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44 广州轩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素颜女神套盒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63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香肌丽人玫瑰能量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65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焕肤舒润冻干粉+舒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7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蓝瓶润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81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量子肌因肌底重修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8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ISLΛPN氨基酸清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1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珀泉黄金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珀泉黄金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珀泉黄金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蒂肤植物宝宝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UCU酵母嫩颜保湿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酵母嫩颜保湿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酵母嫩颜保湿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2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润肤止痒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诗蔻清透柔光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5 广州欧媚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诗悦美容嫩肤套装美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植荟玫瑰焕颜紧致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0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红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植荟檀香润颜嫩肤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2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亦安净颜清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4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梦幻星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5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夜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5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锦鲤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6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琪贝姿肌底修护套亮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62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GEE风姿闪亮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69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蜜桃闪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7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LEGEE风姿闪亮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74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幻彩琉璃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7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冰冻橘子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7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幻影紫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7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金棕闪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得水添翼腹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腹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腹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5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莹亮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6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清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88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猫眼蓝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9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银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9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未来美雪肌亮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94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美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95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美美肌修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396 广州为来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提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01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ISLΛPN益肤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07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庭雅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庭雅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庭雅俏眉绘彩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佳妮多效黄金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12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雪肌莱诺佰丽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20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诺佰丽复活草滋养补水保湿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21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头部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2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 通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4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JIHAITANG仨合壹持妆绘颜组合-
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5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姿眉笔（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眉笔（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眉笔（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天使之吻口红01复古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39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JIHAITANG仨合壹持妆绘颜组合-
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0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DJ.Cosmetics美颜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3 广州酷拉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 惊叹出色炫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4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SLΛPN益肤舒缓养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5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COLOUR小萌猫星光眼影 明媚春日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49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LΛPN益生菌焕变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50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里斯曼肌底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51 广州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LΛPN益生菌焕颜沁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52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敏黛修护因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5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集海堂JIHAITANG仨合壹持妆绘颜组合-
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64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丽卡天使之吻口红04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67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博尼二裂酵母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68 广州水分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菁萃焕肤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7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 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9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之源活效护发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96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497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传奇彩虹胡萝卜素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0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川本草草本玉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清川本草草本玉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清川本草草本玉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4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imerAge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09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Age黄金骨胶原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12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朝秀水光菁萃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菁萃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菁萃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敏蔬菜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39 广州小敏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态度 玫瑰润泽舒缓花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44 广州市崇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清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53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芝 蕴亮沁肌滢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57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蕊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60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海茴香养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6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之素茶树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71
广州茶之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云朵亲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云朵亲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云朵亲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YCNRS灵芝亮肤修护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8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嫚熙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81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仙草萃蜂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85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润缘氨基酸净颜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4587
广州科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束臻爱盈肌唇膏盈润型猎艳红#2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缇娜美腹组合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褐藻抗氧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1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KC 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17
广州百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松佰健 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23
广州仟松佰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朝秀水光素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素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素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里斯曼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40 广州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臻爱盈肌唇膏盈润型迷醉红#2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4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莲黛 沁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4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沁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4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沁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4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婷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胤影胶原蛋白皮膜+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胶原蛋白皮膜+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胤影胶原蛋白皮膜+胤影胶原蛋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贺婷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6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诺雅胶原蛋白肽亮肤系列套装莉诺雅
胶原蛋白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棒棒糖亲密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8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富勒烯胎盘素胶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84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ΛNIDI苹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87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ΛNIDI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89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ITARY优妮蒂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6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水嫩丝滑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水嫩丝滑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水嫩丝滑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头部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0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世媄臻颜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世媄臻颜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世媄臻颜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EDO HOUSE 珍珠亮肤修颜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16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锐变密码精致美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19
海之青（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叁合人 水舞灵动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27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28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千王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35 广州佰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皙纯养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0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婷 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UNITARY优妮蒂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扮蓝光修护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56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挺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挺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紧致挺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见膜法海洋微晶粉+焕颜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4 广州纳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草本颈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8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幻彩三重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1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T活能肌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3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海茴香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79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24K黄金.赋活精华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24K黄金.赋活精华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24K黄金.赋活精华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1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富勒烯抗衰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蜂王浆蛋白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2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美 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31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花源焕颜清透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40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滋养出水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5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香兔壳聚糖舒润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67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酿六胜肽紧致安瓶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72
广州市秀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萌缔爱婴幼儿沙棘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76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kokonevana丝滑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丝滑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konevana丝滑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9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89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MVC炫彩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09
广州颜之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M魅彩玩色唇膏套盒-魅彩玩色唇膏
（998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14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M魅彩玩色唇膏套盒-魅彩玩色唇膏
（997 胡萝卜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18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M魅彩玩色唇膏套盒-魅彩玩色唇膏
（999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19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子爱婴儿四季紫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UMILLICARE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
冻干粉+玻尿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UMILLICARE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
冻干粉+玻尿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UMILLICARE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
冻干粉+玻尿酸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迪舒婴儿松花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3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康蒂肤神经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5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姬纳诺焕颜护理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56
广州森之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ANBE 行云流水液体眼线笔(BROWN)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64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科韵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韵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69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Osdico甲油胶（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1
广州欧思迪蔻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萌缔爱婴幼儿沙棘精华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2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美肌草净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4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瀾韵美能量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能量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能量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A+HA清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2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萌缔爱婴幼儿沙棘润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3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皓质呈露氨基酸持久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4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A+HA素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萌缔爱婴幼儿沙棘精华维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89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IFZA虾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鱼子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LEIWS贝维诗鱼子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LEIWS贝维诗鱼子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HYT光甘草定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7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六胜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499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VELA+HA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3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丽仁堂精华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VC花青素紧致亮颜冻干粉套盒紧
致亮颜冻干粉+紧致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VC花青素紧致亮颜冻干粉套盒紧
致亮颜冻干粉+紧致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VC花青素紧致亮颜冻干粉套盒紧
致亮颜冻干粉+紧致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心机星魅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09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馨香氛柔肤护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12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5号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1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维澳莎防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2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菊花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26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鱼子蛋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5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2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美寡肽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草本修护套平衡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48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6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6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6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缔爱婴幼儿沙棘精华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0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无痕伊生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1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岚蒂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GKANU英卡奴恒久遮瑕气垫BB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6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岚蒂莎背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背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背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GKANU英卡奴恒久遮瑕气垫BB霜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5098 广州古沃贸易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肌柔肤套美肌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0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岚蒂莎肩颈专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肩颈专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肩颈专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肌柔肤套美肌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4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岚蒂莎臀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臀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臀部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肌柔肤套美肌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0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JLINGER精华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精华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精华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腰腹秀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腰腹秀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腰腹秀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肌颜富勒烯.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16 广州贝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海洋倾心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3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牧歌多肽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牧歌多肽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牧歌多肽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Champion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75 广州美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子爱婴儿橄榄按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77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植萃修护冻干粉套盒植萃修护冻
干粉+植萃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植萃修护冻干粉套盒植萃修护冻
干粉+植萃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植萃修护冻干粉套盒植萃修护冻
干粉+植萃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颜康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85 广州安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舒颜康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88 广州安和堂药业有限公司

卡佳妮多效黄金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191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臻颜补水三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臻颜补水三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臻颜补水三部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蕾有品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7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草本修护套修护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16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植萃活力平衡套植萃活力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19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亚纤姿丽韵紧致套-瑞亚纤姿丽韵紧
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3
广州瑞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亚纤姿丽韵紧致套-瑞亚纤姿丽韵紧
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5
广州瑞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TCOK 无暇防护隔离乳 1#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瀾韵美美姿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Po涂鸦速描绘眉笔-密钥棕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30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PoPo涂鸦速描绘眉笔-轻奢褐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34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PoPo涂鸦速描绘眉笔-柔雅灰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35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盈润护手霜幽香山樱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37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Ka.i不沾杯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38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不沾杯唇釉#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45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盈润护手霜空谷苍兰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47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袖妆妍盈润护手霜郁郁茶香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48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Ka.i不沾杯唇釉#08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5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不沾杯唇釉#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54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不沾杯唇釉#06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56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珍珠莹润亮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5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Ka.i不沾杯唇釉#07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6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物之本苦参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63 广州国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沐浴皇国角质蛋白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66 广州市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79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R小姐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小姐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小姐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uesui丝蛋白营养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5299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沐浴皇国角质蛋白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311 广州市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XCD 蛇毒肽祛痘原液（3日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491
广州思迪互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易莱德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500
广州优尚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易莱德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501
广州优尚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WJLINGER金钻柔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金钻柔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金钻柔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to'T 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18 广州智汇芽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赋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2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如懿胶原肽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26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蜜润轻盈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30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面膜组合-水光面膜+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面膜组合-水光面膜+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面膜组合-水光面膜+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4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小灯泡烟酰胺熬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5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小灯泡烟酰胺熬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5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小灯泡烟酰胺熬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5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ANTE慕兰婷肽能安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60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萃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62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ANMINA奥兰米纳密爱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82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贝拉富勒烯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5689 广州青春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帕芮特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00
广州若雅时尚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皮诺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黑皮诺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黑皮诺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黑皮诺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12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玻尿酸密集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1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马鞭草酮迷迭香凝润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2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帅薇 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7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完美答案Perfect answer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29 广州市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玻尿酸原液 .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43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植物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4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56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蛮宝贝亮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60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美嘉焕颜肌肤管理套-富勒烯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6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维曼尔璀璨美肌精华套盒-璀璨美肌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70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蛮宝贝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72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美嘉焕颜肌肤管理套-富勒烯焕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7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辉浩膜发丝质柔滑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79 广州辉浩贸易有限公司

中航奇奇黑枸杞氨基酸活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8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湖芳姿芳姿润雅嫩肤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88
广州九湖芳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盒你分享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92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韩皑紫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93
广州医美抗衰老科技有限公
司

盒你分享早安花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794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盒你分享晚安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0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淑健草本身体啫喱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2
广州市金妗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丽芙妮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维绮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维绮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维绮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0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ZU CBB姜宝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11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DORHéAL甜蜜樱花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甜蜜樱花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éAL甜蜜樱花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察发古道草本滋养头皮套装-茶麸头皮
按摩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25
察发古道（广州）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察发古道草本滋养头皮套装-头皮调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28
察发古道（广州）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察发古道草本滋养头皮套装-头皮环境
改善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30
察发古道（广州）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九湖芳姿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36
广州九湖芳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涵梵尘奢润美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3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黑金抗氧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4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美村山茶籽油精华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46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卉清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1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优肌修护晶
粉+优肌润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凡多肽逆龄冻干粉套-胶原蛋白精
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8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清透丝柔密粉饼（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清透丝柔密粉饼（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清透丝柔密粉饼（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修护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修护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3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脱·凡多肽逆龄冻干粉套-复合多肽逆
龄冻干粉+复合多肽逆龄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4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修护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焕颜精品套装焕颜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8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秦绣多肽水润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69
匠心医美传媒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酒粕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7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西梦心花怒放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77 广州市明路服饰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焕颜精品套装焕颜玫瑰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79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芙妮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焕颜精品套装焕颜草本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1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秦绣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4
匠心医美传媒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伊凡朵朵焕颜精品套装焕颜草本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5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凡朵朵焕颜精品套装焕颜草本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7
广州伊凡朵朵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芙妮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水感清润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8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舒缓蜜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9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焕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92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优韵诗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9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9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润肌修护赋源套组-润肌修护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5897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养康堂沉香养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0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康堂沉香养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亮泽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0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然尚品 花青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0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铭创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牛油果水漾去黑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库库小屋保湿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库库小屋保湿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库库小屋保湿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金芦荟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1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37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护精灵童颜四季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修护精灵童颜四季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修护精灵童颜四季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一枝春玻尿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亮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5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亮眼部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8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亮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49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臻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53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修护精灵四季多肽修护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修护精灵四季多肽修护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修护精灵四季多肽修护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海豚优品明亮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2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酒粕滋润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小野姜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69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臻眼部清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73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海豚优品明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75 广州中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皙语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0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煦瑾 瑾龄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4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润雪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蛋白还原酸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蛋白还原酸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蛋白还原酸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6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煦瑾 银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89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儿臻萃奢宠靓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1
广州圣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儿臻萃奢宠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6
广州圣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恩玲珑紧致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59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玻尿酸人参水润滋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水光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0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煦瑾 皙润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09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媛丽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11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煦瑾 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13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言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17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博多肽抗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2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玻尿酸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美村净肤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2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朝秀水光菁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菁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菁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多肽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6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洗洗亮火山泥肌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3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秦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0
匠心医美传媒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魅力男士运动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然尚品泡泡氨基酸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4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迩美水润套-塑迩美水肌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5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依恩玲珑紧致金箔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金箔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金箔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迩美芙蓉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51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53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深层焕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54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Dazzle Angel苦参芦荟净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58 广州尚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富勒烯舒润净颜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许愿精灵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美肌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美肌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美肌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923#蜜桃乌
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923#蜜桃乌
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923#蜜桃乌
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色菁纯丝绒持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5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柔肤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秦绣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7
匠心医美传媒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煦瑾 瑾龄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8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煦瑾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79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89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80#黑管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80#黑管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80#黑管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602#小辣椒
泫雅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602#小辣椒
泫雅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602#小辣椒
泫雅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素皙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5#黑管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5#黑管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5#黑管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0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轻漾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轻漾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轻漾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6#黑管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6#黑管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16#黑管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69#黑管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69#黑管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L烈焰黑金口红69#黑管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510#元气番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510#元气番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510#元气番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108#气质牛
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108#气质牛
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TICAL子弹头尤雾弹口红108#气质牛
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0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博多肽抗衰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15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梵博多肽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17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韵玑蔻贵妇美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18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韵玑蔻贵妇美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20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韵玑蔻贵妇美颜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21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韵玑蔻贵妇美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22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韵玑蔻贵妇美颜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29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OMY肌肽紧致美颈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31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臻姿柔老姜王萃取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3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VELA+HA荆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3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VELA+HA清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39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upreme奢璞迷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42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贝瑞娜玻尿酸保湿安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47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富勒烯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4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富勒烯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4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富勒烯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4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维泉HOLEVVOG控油清爽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活维泉HOLEVVOG控油清爽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活维泉HOLEVVOG控油清爽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ibeila夕·贝·拉富勒烯滋养肌底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la夕·贝·拉二裂酵母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la夕·贝·拉蓝铜肽焕颜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Xibeila夕·贝·拉黄金线雕紧致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5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OMY沁润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3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苏侯透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4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妙堂胸部娇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胸部娇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胸部娇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NICO 琉光炫彩唇釉 (05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琉光炫彩唇釉 （06山楂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6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柔亮魅色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73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蜜集效修护冻干粉套盒-集效修护
冻干粉+水润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79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8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Y氨基酸皙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84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ShiZhiLing诗芝灵无痕贴肤遮瑕液0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93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RUIYE芮也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94 广州雅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YE芮也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95 广州雅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YE芮也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199 广州雅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YE芮也肌肽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02 广州雅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YE芮也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05 广州雅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至兰馨生姜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09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康胶原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1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胶原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1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胶原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1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美媛雪肌清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18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石乔神经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19
广州一站式美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美媛莹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2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PCP伊丽莎白公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28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康多肽青春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多肽青春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多肽青春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秘肤奇焕光采透靓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康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3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MEIDULAN美杜兰透明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康蚕丝蛋白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蚕丝蛋白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蚕丝蛋白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3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馨滢美深层修护套-深层修护冻干粉+深
层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41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 炫彩魅惑十一色眼影 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4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黛诗汀肌龄定格精华液+肌龄定格精粹
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53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6789 炫彩魅惑十一色眼影 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5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巧琳哒氨基酸净颜男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60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素问素颜臻肌靓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魅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丰盈纤长睫毛膏 2#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77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丰盈纤长睫毛膏 1#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82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裸透持妆粉底液  2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88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裸透持妆粉底液 1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89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之唤奢润黄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92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MILU浓密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299 广州韩多姿贸易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活力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酵素精华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0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14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缇儿雪滢晶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15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春之唤针叶樱桃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17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LA+HA寡水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18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素汀荆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29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净润修护野蔬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微脸青春液；悦来悦好 微脸
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38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POFENNE珀芬尼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0
广州小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龙血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寡水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3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乐优妍Liveup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复活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6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之唤白芨修护贵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70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之唤奢润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71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亮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76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OSHINY欧雪妮 玫瑰氨基酸焕颜保湿洁
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78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苹草堂纤纤之语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纤纤之语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纤纤之语紧实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CPCP孔雀密扇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2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CHTING甲油胶（ 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3
广州溪花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嫚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5 广州黛娥化妆品有限公司

欺雪凝萃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89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欺雪凝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91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梵姬惊叹水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94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CPCP真实之眼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95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欺雪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399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肌之钥 水漾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12
广州市金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髪母黄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2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卉清美人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30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妍之素 维生素C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4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Luman 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51
卢尔曼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野蛮宝贝臻亮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59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野蛮宝贝亮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64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水光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水光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水光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诺氨基酸净颜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7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UYAN素沿莹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嫚熙水光素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3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皙诺水合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臻颜润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缇儿玻尿酸臻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89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诺丝绒颈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丝绒颈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焕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诺焕肤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49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草本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MY轻养衡肤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3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泽康堂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康堂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缇儿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0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亮颜平衡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1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至小黑瓶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至小黑瓶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至小黑瓶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Y轻养沁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15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St.Mege ANC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ANC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ANC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t.Mege ANCE SPOT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iveYoung七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48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美肌焕颜套-美肌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52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美肌焕颜套-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53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美肌焕颜套-美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54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想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57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何首乌植物护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7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何首乌植物护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7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禾雨馨何首乌植物护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7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WAY YOUNG多肽美肌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581
瑞羊生物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



RareSys烟酰胺控油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1
广东琴叶健康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索芙特金缕梅平衡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优肌源蜂蜜亮妍温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蜂蜜亮妍温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蜂蜜亮妍温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E 0F BEAUTY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AGE 0F BEAUTY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AGE 0F BEAUTY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AGE 0F BEAUTY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09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发摩洛哥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1 广州灵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蝶恋花飞舞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蝶恋花飞舞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蝶恋花飞舞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苹草堂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密翘蝶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密翘蝶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密翘蝶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6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钻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0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钻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0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星空钻石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0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纤长焦点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纤长焦点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琪纯QICHUN纤长焦点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鸿运道康愉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鸿运道康愉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鸿运道康愉悦放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鸿运道康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鸿运道康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鸿运道康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ND质感丝绒唇釉601时空爱恋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2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质感丝绒唇釉602仙女座星云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2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质感丝绒唇釉604赤霞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2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质感丝绒唇釉603暮色之城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2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VELA+HA清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34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妍卉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42
大健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赋方草本赋方草本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43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方草本赋方草本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51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方草本赋方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56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臻爱盈肌唇膏盈润型糖枫红#2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59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薰衣草甜梦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70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倾世盈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6778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之泉RZQ-021新自然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1新自然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1新自然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朝秀水光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秀水光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粉寡肽肌底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88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摩粉美纹冻干粉+美纹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89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温控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温控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温控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臻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臻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臻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粉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3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坦塔热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水润柔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摩粉透明质酸钠焕亮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8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蓝缇儿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6999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ALINQIAN卡琳茜半润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ALINQIAN卡琳茜半润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ALINQIAN卡琳茜半润半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兰缘媚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2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媚眼少女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抹茶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抹茶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肌伶肌可抹茶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OMY丝绸肌身体磨砂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5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綵薇堂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07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淑语琳苦参祛痘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苦参祛痘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苦参祛痘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ST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3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MILITI多肽修护水漾胎盘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小忆丝水光养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16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域外正和堂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域外正和堂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域外正和堂胶原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缈丝玻尿酸水光素颜肌底液（涂抹
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27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之初亮颜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2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谷胱甘肽焕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谷胱甘肽焕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绿地源溯谷胱甘肽焕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14光感亮彩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4光感亮彩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4光感亮彩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0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伊丝诺钙养精华粉底液（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23新自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3新自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3新自然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蓝缇儿玻尿酸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4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20新自然还原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0新自然还原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20新自然还原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水之初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4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18新自然还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8新自然还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8新自然还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6光感亮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6光感亮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6光感亮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悦妆施吟幻彩流星修颜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57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芭鱼子酱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61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12光感亮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7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2光感亮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7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2光感亮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7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芙妮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掌柜润肌修颜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3 广州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之语格桑花植物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秋之语格桑花植物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秋之语格桑花植物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丽芙妮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察发古道 头皮环境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87
察发古道（广州）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丽芙妮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烟酰胺水光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09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纯惠风日暄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惠风日暄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惠风日暄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石乔植物精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12
广州一站式美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绿村莊玫瑰果油氨基酸柔顺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15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多肽赋活冻干粉+VOTTOV
薇特薇多肽赋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34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澳兰熙焕颜净透活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36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红尚韵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38 广州粉红丝秀美容有限公司
香曼莉莎焕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莉莎焕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莉莎焕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净芙臻美草本质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澳兰熙肌透密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2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Nono孤独星球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5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小白盒光感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光感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光感净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4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娇丽人粉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55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量蜜呼吸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6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贝妮迪烟酰胺青春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79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U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CU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18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芬水嫩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水嫩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水嫩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黑钻驻妍眼部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1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密嘟血橙垂顺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20 广州辽红贸易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养透调肌水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23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冻干粉+多肽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24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瑞诗平衡肌能喷雾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25 广州亿丰德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26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窈窕姿露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妍ShuiGuangYan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37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upreme奢璞迷滋养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39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伊佳颜蓝酮多肽冻干粉+蓝酮多肽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4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漪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4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4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多肽量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4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0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柔滑唇膏740#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2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柔滑唇膏206#陶土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3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柔滑唇膏999#经典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4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哑光唇膏206#陶土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5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哑光唇膏740#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7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轻质感哑光唇膏999#经典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78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量蜜呼吸 龙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8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量蜜呼吸 肌颜祛痘组合-肌颜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8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量蜜呼吸 焕颜修护组合-焕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8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悦舒颜多效臻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96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佳颜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297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u zi舞姿富勒烯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02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喜西自然塑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03 广州缇意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熙活泉水漾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12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Y轻养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15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水密嘟血橙烟酰胺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18 广州辽红贸易有限公司

春纷玻尿酸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倩漪玻尿酸长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玻尿酸长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玻尿酸长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VC瓷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VC瓷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漪VC瓷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罗尼卡清透洁颜卸妆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28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丝绒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丝绒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丝绒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3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INISTA妙龄元姿平衡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34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ORINISTA妙龄元姿柠檬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38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锶淇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48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凯丽莱小苍兰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49
广州市凯丽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然尚品玻尿酸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50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健乐通养督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6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EEZLAN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74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幂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81
广州市迪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蕊婴幼儿山药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84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简馨氨基酸柔顺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88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苦参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89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珍思邈调和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399
广州国华福源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娇莲黛 美姬玲珑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美姬玲珑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美姬玲珑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1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润湿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润湿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润湿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0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贝姿肌底修护套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11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烟酰胺水润亮肤五件套-烟酰胺
滢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1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水润亮肤五件套-烟酰胺
透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1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水润亮肤五件套-氨基酸
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1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如花氨基酸透亮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氨基酸透亮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氨基酸透亮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平衡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5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5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6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6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6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B&B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7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B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7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B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7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藏红花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48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梵琦小分子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01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USUPSO极细创新弯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04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imAshi精粹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09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亮眸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14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4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1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8干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17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按摩
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28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4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4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水添翼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43 广州雅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wmcxh柏蔓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54
广州佳禾汇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preme奢璞迷保湿润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0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角鲨烷保湿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角鲨烷保湿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角鲨烷保湿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斯梵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斯梵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斯梵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慕漾 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6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娇莲黛 水漾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水漾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水漾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69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mAshi深层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75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髪母黄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蒽美肤焕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82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mAshi盈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86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mAshi盈润保湿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87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Jplus 男士裸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8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凯丽莱小苍兰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7594
广州市凯丽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贝诗藏红花靓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0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珮氨基酸补水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1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霞珮氨基酸补水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1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霞珮氨基酸补水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1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膜莜多肽冻干粉+膜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13
广州 桑忠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mAshi精粹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32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芙宝水感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34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3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G丝滑白蚕丝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4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大米营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4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ULAN胎盘素光感嫩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62 广州市曼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ORLR欧翎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73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ORLR欧翎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76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ORLR欧翎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80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ORLR欧翎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82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ORLR欧翎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690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柏薇壳多糖多肽修护干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02 广州盈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馨奶盖精萃双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03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0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7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7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17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颈肩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贝诗佳 蓝铜胜肽焕亮修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 神经酰胺嫩亮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2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大西洋海藻舒缓滋养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3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梦幻香氛护手霜（曼曼陪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媚曼年华梦幻香氛护手霜（秋日童话）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和润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润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曼年华梦幻香氛护手霜（浅夏倾城）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6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 baby nail米亚小粉瓶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82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泊兰魅惑臀部养韵套组-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静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89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NZIDIE 芬芳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9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尔珐臻颜透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94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西西米亚cecemia旷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798 广州市娲纱俪服装有限公司
西西米亚cecemia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01 广州市娲纱俪服装有限公司
西西米亚cecemia红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02 广州市娲纱俪服装有限公司
皙语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06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西米亚cecemia蓝色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09 广州市娲纱俪服装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西米亚cecemia云淡风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15 广州市娲纱俪服装有限公司
东方姬经典颐养调理套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1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姬经典颐养调理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子計至臻加强套-肌活肽原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29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烟酰胺凝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3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面子計至臻加强套-水源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32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提升套-水源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7836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提升套-肌活肽原液
（II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27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保养套-肌活肽原液
（III型）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0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缈丝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1
广州市依缈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面子計至臻保养套-水源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3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LLYFEEL 黛丽菲儿清透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 黛丽菲儿清透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 黛丽菲儿清透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37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瑕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40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ke清克VC臻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43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瑕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45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mAshi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48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50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53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5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薇虾青素紧致焕采精华液（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58 广州盈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 璀璨星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60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套-净瑕亮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62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蒽保湿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66 广州蔓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艾草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68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綵薇堂沙棘果滋养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70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柏斯丹尼奢宠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82 广州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兰熙野姜颐养调理套组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19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恩玲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蜂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09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美肌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14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温舒精华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17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舒润精华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20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百草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21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芙宝童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24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媞梵薇玻尿酸精华复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3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梵琦鎏金滋养美肌套盒-净颜保湿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34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黛梵琦鎏金滋养美肌套盒-烟酰胺水光
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37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黛梵琦鎏金滋养美肌套盒-六胜肽天使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38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黛梵琦鎏金滋养美肌套盒-白藜芦醇保
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41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黛梵琦鎏金滋养美肌套盒-24K黄金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45
黛梵琦（广州）区块链技术
有限公司

TLA柔润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49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悦宝莱芦荟补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65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纤忆美 补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66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集俪积雪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70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丝纹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7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7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蛋白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7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集俪烟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75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LA柔润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83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奥集俪臻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85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NZIDIE 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9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TLA 光采嫩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298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QIANZIDIE 水花润泽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0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ISS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08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TERACHIC洋甘菊水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15 广州彩朗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JFUPO毛毛虫旋长睫毛膏三件套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16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迩美靓泽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23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BURSTAR黑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24 广州源机能贸易有限公司
聚柔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2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ISS烟酰胺幼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35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4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四叉液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45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MISS出水芙蓉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48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凡尔纳·绿色气息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56 广州凌立贸易有限公司
TLA赋活精华液（A）+TLA赋活精华液
（B）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65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CLAMISS酵母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66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御资莱瓷肌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68
科夫曼（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TLA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74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TLA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93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TLA 柔润修护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395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TLA光采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01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知美源益母草清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27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OSHINY欧雪妮  玻尿酸透润补水隐形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40 广州领秀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CLAMISS烟酰胺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64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娇莲黛 瓷肌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瓷肌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瓷肌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岩焕颜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68 广州梦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furan亲芙然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82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MISS琉璃黄金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84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89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蒂奥传奇高光防护气垫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9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LCHRI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ULCHRIE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193084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芭黎恋人补水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00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密罗木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04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iocos焕颜嫩肤泡泡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05
广州莱博克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 PERFECT肌透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08 广州瑞利群贸易有限公司

颜美村柔顺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09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nfuran复活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15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LA+HA清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1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狸妆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20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焕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2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狸妆多糖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27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至水漾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3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至水漾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3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水肌悦极至水漾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3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狸妆玻尿酸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41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肌注氧调理膜[幼滑水养]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5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肌注氧调理膜[幼滑水养]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5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美肌注氧调理膜[幼滑水养]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52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修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修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修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77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聚柔果然滑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81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通透盈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83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海馨兰海葡萄妙龄多效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89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血清白蛋白焕颜精华液+透明质
酸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9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芝灵鎏金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93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小忆丝·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97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氨基酸净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598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 姨妈
红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0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THE＆SECOND FACE清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16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17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植萃活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18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2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仙草萃樱花体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26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牛油果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牛油果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牛油果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诗婷无创水光透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42 广州媄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玻尿酸丝滑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47 广州媄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活氧水光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56 广州媄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冻干粉精华液-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57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滋养平衡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露丝·丝绒防护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63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7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曼润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7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润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8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12MONTH塑颜魔力金纯养肤套装-塑颜清
透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5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蔷薇之恋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蔷薇之恋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蔷薇之恋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7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reme奢璞迷香氛丝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8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6 粤G妆网备字201930869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黎恋人靓颜鲜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00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5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0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4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1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男士洗沐二合一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14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克莱缇雅尊贵奢宠雪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16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17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25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2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ZOFO乳糖酸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31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32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安臣白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37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3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雾感哑光唇釉 5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50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轩堂多肽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5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68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舜效美肤套盒-舜效多效面膜粉+舜效调
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71
古方医妍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御徽堂 肩颈肌肤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77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范特思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3 广州施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薪艾乳木果胸部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薪艾乳木果胸部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薪艾乳木果胸部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嫩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88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安肌舒缓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90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肤印象 逆龄铂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79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徽堂 水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00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安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18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曼香氛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1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31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麦角硫因抗衰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3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合人  美冻定妆甜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2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2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4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美肤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3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4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植萃活力平衡套植萃平衡修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51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影佳人植萃活力平衡套活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54 广州艾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5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莉贝斯KELLYBES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58 广州冰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4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5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6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60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OMY多肽修护亮彩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62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Diki天鹅绒丝滑柔焦唇釉#05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63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OMY玻尿酸舒润慕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64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康蒂肤植物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6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71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依克多因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7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番茄红16#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76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青春焕彩细致套青春焕彩细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78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姜红色15#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80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樱桃红08#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84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宝石红80#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86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珊瑚色09#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91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奶油橘色05# 粤G妆网备字2019308892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ZBEST倾慕丝绒哑光口红玫瑰豆沙色20#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01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一笔点睛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7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之源保湿定型啫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84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御徽堂 平衡舒畅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89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VOOX甜蜜樱花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95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御徽堂 蜜语滋润粉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98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QUEENSTORY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899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蒂肤依克多因焕采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倍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0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雅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1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1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1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伦达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1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善唯美焕彩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46 广州尚善堂贸易有限公司
QUEENSTORY六胜肽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4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参林光甘草定多效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48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1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补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排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养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养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养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清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謎一样美烟酰胺光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59
广州九君之环保科技有限公
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舒美调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徽堂 蜜语滋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2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Skin Lucky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Lucky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Lucky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6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她淋富勒烯臻耀奢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7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瑕亮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76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徽堂 活力营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77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SULAIMEI苏莱美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83 广州靖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92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倾世盈润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095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量子奇迹多肽量子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多肽量子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多肽量子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1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贝卡迪去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09 广州燕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肌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肌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水光肌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鱼子精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鱼子精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鱼子精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博牛奶按摩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4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漂漂闺蜜烟酰胺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3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冻干粉+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众蔻·老姜王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57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富勒烯透亮无瑕按压粉底霜02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金盏花香氛花瓣精油嫩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金盏花香氛花瓣精油嫩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金盏花香氛花瓣精油嫩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斯妮露富勒烯透亮无瑕按压粉底霜01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蔻·老姜王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68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姿柔滋润烟酰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7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ZOFO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7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R小姐佳新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小姐佳新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小姐佳新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娅 雪妍草本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草本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玫娅 雪妍草本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康蒂肤麦角硫因抗衰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8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hili妍时丽石墨烯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95
广州丽德米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黛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196
广州秀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本色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00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玻尿酸清颜净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畅舒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畅舒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畅舒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iveYoung六味唤醒弹润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7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欣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欣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欣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纯调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纯调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纯调配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瑶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瑶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瑶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恋自己舒缓净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3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博生姜润养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腹部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腹部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丝巾净化养护套-腹部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萃调配油+草本精萃平
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萃调配油+草本精萃平
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瑶善部落草本精萃调配油+草本精萃平
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2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健惠艾香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3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束美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32
广州茵束美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纤美姬紧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3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生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生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生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婧伊然 倾慕系列口红R#01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62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梵寡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67
绯梵（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迩美水润套-塑迩美水肌润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88
广州塑迩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赛小乔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2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玻尿酸尊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1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姿缦每日定格焕肤套-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18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肌肽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肌肽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肌肽微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活酵母多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3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清肌净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35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瑶堂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玉瑶堂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玉瑶堂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赞丽缇 多效净肤去角质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41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蒂肤植物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4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蓝铜胜肽黄金美白祛斑
专属定制套组-蓝铜胜肽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5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Kylie fina 可卸甲油胶（黑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57 广州市韩式舍贸易有限公司
GINOMY胶原蛋白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58 广州易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NOMY小分子逆龄修护冻干粉+GINOMY
胶原蛋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59 广州易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 柔亮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60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欺雪凝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77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79 广州锦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沙漠女孩 骆驼奶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81 广州米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雅娜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8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8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8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VIGERS净洁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洁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VIGERS净洁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芙言神经酰胺保湿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19309395 广州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秀宜兰蓝铜肽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10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赞丽缇 多重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1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莎梵蔻多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16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上善堂虫草养肤柔焦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21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美肌清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2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善堂虫草养肤柔焦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19309429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东琪丽雅蓝铜肽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15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健惠艾叶温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3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眯眯眼紧颜精萃奢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41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4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ASITING卡思婷轻盈柔滑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64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伊然 倾慕系列口红R#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69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韵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伊然 倾慕系列口红R#03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81
广州盛世千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肌丽人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091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留皇龙脑独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38
广州蒙娜蒂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  蜜
桃乌龙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4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暗红宝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4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气质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5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 棕
调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5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5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 复
古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5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 摩
卡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5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复古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6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 蔷薇
玫丽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6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今日女神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71 广东今日女神科技有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 玫瑰
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7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 超甜
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8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8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健惠艾叶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8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血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8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炫彩封面微晶清肌净颜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9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19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姵尔霓滋润紧致胶原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00
世堃堂（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葉赫那拉玉容焕颜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01
乾清漱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汤姆逊花骨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02
广东华大生物实业股份有限
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西柚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1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茶花之谜洁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美眼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1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胡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伊佩斯亮肌雪花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佩斯亮肌雪花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佩斯亮肌雪花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微晶净颜清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2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绯竹炭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31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精细双头自动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35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哆梦缘精细双头自动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41
广州美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美尚美肌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44 广州市梵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薇丝语玻尿酸提拉紧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51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山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红石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小白盒紧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紧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紧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薇尔草本靓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6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ELAISI薰衣草舒缓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8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美不可氨基酸芦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287
广州白里透红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AISI月见草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0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露亮采精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18 广州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蓝铜胜肽黄金美白祛斑
专属定制套组-黄金奢宠补水面膜+玻尿
酸保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21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EUIN石斛精华纳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31
广州凛恪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ISI水晶之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3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父之爱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6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涌上花蜂蜜优化黑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66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AISI洋甘菊安抚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6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玫瑰之爱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7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i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73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73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诗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75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焕颜美肤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8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香菲 燕麦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8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香菲 燕麦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8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香菲 燕麦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84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  鱼子酱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85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reme奢璞迷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390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sealian玻尿酸纯净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0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ELAISI茉莉活力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lian舒缓平衡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2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sealian修护臻活焕颜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5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sealian莹透嫩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7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sealian驻颜抗皱焕活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18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荷柳腰腰腹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25 广州市宏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之漾  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32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苹果焕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美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美颜精萃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7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ISS氨基酸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49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肌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0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da Pure SOUND SLEEP PILLOW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mada Pure SOUND SLEEP PILLOW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mada Pure SOUND SLEEP PILLOW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mada Pure SOUND SLEEP PILLOW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水光妍焕颜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5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LI.BASHA美颜唇语魅色口红 水蜜桃
1#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7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LI.BASHA美颜唇语魅色口红 草莓2#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59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LI.BASHA美颜唇语魅色口红 玫瑰茶
4#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2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LI.BASHA美颜唇语魅色口红 火龙果
5#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3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uesui丝蛋白营养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4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娇莲黛 焕颜微醺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焕颜微醺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莲黛 焕颜微醺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5 广州御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洽澳新生嫩肌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8
丝盖双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瑞缌蜂肽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69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7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7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47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尚秘笈玫瑰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09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靓颜修护冻干粉+靓颜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11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1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1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1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2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2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2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清颜祛痘冻干粉+清颜祛痘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35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嫩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嫩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嫩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平整修护冻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39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娜丽姿鎏金唇恋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2
华娜丽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莉源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4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芙然臻颜凝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57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菓素妆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H&O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H&O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H&O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排畅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6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雅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胸护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诗防护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74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焕颜美肤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8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莉源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姿雅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美满之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肩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魅臀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翡富勒烯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8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安肌修护冻干粉+安肌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599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姿雅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轻松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活性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欧氨基酸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09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尊诗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4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诗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6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AISI彩虹二号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1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诗婷氨基酸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20 广州媄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27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28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AISI彩虹五号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2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彩虹三号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3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彩虹四号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3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多雪莲肌底子母精华液I+雪莲肌底
子母精华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35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ISI彩虹一号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4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4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4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妍诗婷活氧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52 广州媄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776鲵肽冰姿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6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776鲵肽冰姿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6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776鲵肽冰姿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6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LLUMINARE水琉璃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78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LΛPN烟酰胺皙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85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ISI彩虹能量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69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妍唐朝颜凝脂朱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0
广州市兴缘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舍多肽复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1 广州润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臻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2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彩虹六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 控时幼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5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SI彩虹七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0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美源臻艾郁金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1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传祖瑶富勒烯焕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13
红头瑶（广州）健康科技研
发有限公司

润舍多肽复合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15 广州润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焕颜美肤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2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景修护麒麟藻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5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主义 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6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6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6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怡然草本新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68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然草本清肌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71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美嘉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7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LAMISS玻尿酸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81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DimAshi焕颜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85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羽感丝滑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86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羽感丝滑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87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瑞源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9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9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9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曼维雅养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79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卓美嘉逆龄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0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肌澄   水肌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04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 3#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 3#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 3#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3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3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活力热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3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玻尿酸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玻尿酸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玻尿酸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嫩肤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嫩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5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ZGFB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59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嫩肤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焕颜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焕颜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轻奢焕颜套盒-蒲露迪思
1690轻奢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碧丝花香氨基酸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69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体盈秀身套-秀身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武尚秘笈净靓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74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若卿颜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84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若卿颜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86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若卿颜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88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神韵崇臻小腹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小腹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小腹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  逆时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3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康恩威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4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神韵崇臻舒润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舒润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舒润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恩威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6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神韵崇臻臀部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臀部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臀部臻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89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持妆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0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集俪臻颜软膜粉+奥集俪八肽精华液+
奥集俪臻颜精华液+奥集俪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06
品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妍唐朝颜凝脂花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09
广州市兴缘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妍唐朝颜凝脂粉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10
广州市兴缘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妍唐朝颜冰肌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13
广州市兴缘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妍唐朝颜凝脂松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14
广州市兴缘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诱龄诺颜净颜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24 广州赢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汀 滋养鱼子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29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琇美人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mAshi焕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45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冻龄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4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imAshi氨基酸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55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mAshi赋活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59 广州铂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阳光馨语植萃盈美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67
广州温馨如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诗蔓美颜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69
广州天地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吟人参御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养诗颜透骨草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2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芙然臻颜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5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馨语植萃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77
广州温馨如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姿雅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雅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098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玉昭妍臻颜奢养套臻颜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臻颜奢养套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九九养发精华套装-养发精华冻干粉+
养发精华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7
广州九九加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栢酷男士保湿滋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男士保湿滋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男士保湿滋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冉轻盈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能量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能量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能量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也西 海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5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黛姿颜莹润焕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28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阳光馨语植萃盈润美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31
广州温馨如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玲珑玫瑰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35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玲珑玫瑰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37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娜菲丽尔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40 广州伊立美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珍珠魔盒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喜爱 轻盈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喜爱 轻盈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喜爱 轻盈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肤草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6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颜肤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67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洋溢生青春定格修颜霜III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7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LEFEI笛乐妃九胜肽黄瓜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7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EIMEEIYA奢宠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76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水溋沁润调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79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幻影星光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8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清肌净透正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88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89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蒂肤小麦谷蛋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9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文艺复兴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9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世欧小分子玻尿酸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96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欧小分子玻尿酸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097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植萃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07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怡美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12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深层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深层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深层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花香氨基酸去屑飘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0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花香氨基酸滑溜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4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养透调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8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馨萃物泥语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4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诗黛滢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0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歆娜莎活氧清肌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活氧清肌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娜莎活氧清肌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2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7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8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铂兰之钥澈肌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59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滋润修护雨衣口红组合-护色
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1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青春靓眸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2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滋润修护雨衣口红组合-滋润
修护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肌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5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青春靓眸润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6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透明质酸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7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68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70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美轩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73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清肌净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75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美轩 后天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77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清肌净透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79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妍焕彩精粹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焕彩精粹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焕彩精粹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多肽水溋沁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2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琳娜玻尿酸莹润滋养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郝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儿臻萃奢宠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90
广州圣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郝妍焕彩靓颜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焕彩靓颜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妍焕彩靓颜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19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ISLΛPN六胜肽焕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02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印青春焕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1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梵瑟水灵润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23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角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弹力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弹力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中雅弹力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代堂臻萃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3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金盏花保湿净颜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金盏花保湿净颜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金盏花保湿净颜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兰之钥水素水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46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武尚秘笈清颜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48
广州市新起点生物医学科技
有限公司

悦舒颜舒护修颜润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60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舒颜清痘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66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preme奢璞迷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69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悦舒颜多肽清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71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签约女皇净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净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净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肌秘语多效修护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77 广州群英汇贸易有限公司
韩瑟柔顺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柔顺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柔顺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夜美活性肽紧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夜美活性肽紧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夜美活性肽紧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2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REVISION富勒烯肌底再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5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NMIAO韩缪抗皱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2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30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30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30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313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积妍富勒烯焕颜紧致便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3
积妍（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优肌源玫瑰保湿焕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保湿焕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保湿焕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水润清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水润清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水润清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6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VISION水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05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山千古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雪山千古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雪山千古堂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1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喜爱 滴滴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喜爱 滴滴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喜爱 滴滴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默恩邓思  舒缓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3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元秀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40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虾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水润亮肤五件套-烟酰胺
保湿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61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烟酰胺水润亮肤五件套-烟酰胺
水光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6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ESS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肌因修护
冻干粉+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65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KAIESS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脐带精华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67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华娜丽姿鎏纱唇恋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1
华娜丽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KAIESS脐带精华童颜修护套-童颜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2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金箔蚕丝隐形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3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娴祯水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娴祯水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娴祯水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臻颜奢养套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臻颜奢养套水光焕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7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盒焕亮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8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焕亮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8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焕亮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8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蔚雨堂雪山牛奶青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87 广州苏雅贸易有限公司
supreme奢璞迷双效滋润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2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嫒茶红茶健康口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3 广州嫒仕芬贸易有限公司

悦舒颜清痘舒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4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嫒茶红茶健康口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5 广州嫒仕芬贸易有限公司
慕霖兮魔法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JIANI卡佳妮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1798
花样年华(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清颜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0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07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蒂肤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0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18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柔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3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徽堂 肩颈肌肤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51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肩颈肌肤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58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肩颈肌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59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雅莉源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徽堂 韵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2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韵养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4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韵养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6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营养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69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71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15光感亮彩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7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5光感亮彩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7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5光感亮彩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7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御徽堂 活力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76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活力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80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方冠楊氏莹肌无痕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81 广州春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徽堂 臀部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83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臀部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85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徽堂 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88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CLAMISS玻尿酸红酒多酚睡眠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92 广州宸立实业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R135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9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R137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9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悦舒颜草本清痘净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899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R136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克莱缇雅肌肤臻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6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3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清芯时光焕妍酵母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5 广州上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臻姿柔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L69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9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0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8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5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04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2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L67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L66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33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7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18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1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0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0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0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19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22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兰之钥澈肌亮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33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金箔美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38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兰之钥澈肌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39 广州欧泉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40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渼源水光莹润净透精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44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水光莹润净透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4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蒂肤屏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6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苏米猫爪浓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6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苏米萌系魅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7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涌上花毛孔奢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77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安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80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距美鱼子酱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94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AISI母之爱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9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ANXIU一见倾心润唇膏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1998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弥亚虾青素光感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03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蘿马·香辽丝质顺滑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07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缇仕植萃草本发质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11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靓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1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28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洋甘菊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臻致紧致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臻致紧致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臻致紧致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肤水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肤水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润肤水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耕语GeeYuu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7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肌底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3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43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伊佳颜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44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舒畅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舒畅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舒畅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舒颜活泉保湿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55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76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深海四十寻深海褐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81
广州苏普瑞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憧琛堂大硒洋复合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82 广州硒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康脚爽之星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脚爽之星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脚爽之星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9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KAIESS脐带精华肌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98
广州中科伊美干细胞科技有
限公司

ELAISI绿色释放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09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LA 柔润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02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冰川水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0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烟酰胺量子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烟酰胺量子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烟酰胺量子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妃优娜红参平衡紧致按摩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10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A 塑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11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梦若黛 活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活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活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岚妃玻尿酸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20 广州中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丹尼人参蜜颜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29 广州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蘿马·香辽玫瑰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39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EN DAMEN鱼子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46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4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4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默恩邓思    莹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4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TLA光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50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梦若黛 弹力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弹力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弹力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幻亮精华隔离水粉底液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55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启鸿 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175 广州启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昕魅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04 广州诗雅优品贸易有限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瓷肌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瓷肌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瓷肌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缇丝滋养柔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7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芭拉 诱我本色善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诱我本色善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诱我本色善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0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0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0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慕蜜吻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37
广州佩琦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SHIKOU精华滋养长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44 广州欧媚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她淋燕窝臻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5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精纯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5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蒂肤光甘草定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6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ΛYGIRIM炫彩缤纷9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66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蓝铜胜肽黄金美白祛斑
专属定制套组-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
肽溶解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81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倩幻亮精华隔离水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8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采恋歌焕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83 广州市养珍药业有限公司
亦心美亦心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92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幻亮精华隔离水粉底液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299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祛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13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公子玻尿酸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32
广州美御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亦心美亦心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33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琼萃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琼萃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琼萃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娇丽人柔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8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安青春新活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幻影星河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6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精华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精华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精华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妍ShuiGuangyan靓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69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亲芙然臻颜凝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70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娜儿臻萃奢宠靓肤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74
广州圣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A柔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80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亲芙然神仙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92
广州亲芙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A角鲨烷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393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丽芙妮免加热参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0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免加热参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0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芙妮免加热参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0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微脸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0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0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1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肯元素女皇玉肌修复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32 广州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水佳人 玻尿酸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 玻尿酸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水佳人 玻尿酸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36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寻韵天然植萃唇膏Y1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51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寻韵天然植萃唇膏Y2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52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寻韵天然植萃唇膏Y3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56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enSno迷上金箔羊胎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6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 逆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7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活酵母滋养嫩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鱼子酱焕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翳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翳清颜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5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4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Na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04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COLD ME   多肽安颜原液1号+COLD ME 
多肽安颜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06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1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1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月荷美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1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媛润纹修护精华套盒-润纹修护精华
霜[专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1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蓝铜胜肽焕亮修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蓝铜胜肽焕亮修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蓝铜胜肽焕亮修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莹润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2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雅娇韵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雅娇韵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珍颜玉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5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6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吾可纤丽美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5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韩翳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1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倍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倍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倍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陪奇小猪倍爱优护防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4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趣奇宝宝婴儿深层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5
广州市三荣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

御橄珍玉御颜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肯元素女皇玉肌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69 广州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陪奇小猪倍爱优护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70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肯元素女皇玉肌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71 广州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涩水光富勒烯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597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砾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00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美卉烟酰胺倾心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04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云秀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09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美卉富勒烯弾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13 广州琪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续养元乌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1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朴续养元乌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1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朴续养元乌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1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三色水嫩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1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阿卡那塔罗十二色眼影盘02世界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3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御橄珍玉珍颜玉肤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3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肤泉多肽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39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阿卡那塔罗十二色眼影盘01命运之轮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4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滋养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5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滋养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5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滋养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5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趣奇宝宝婴儿深层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59
广州市三荣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苦参去屑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苦参去屑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赴美苦参去屑滋养洗发套装-苦参去屑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馨艾妮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上泊色滋养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红石榴滋养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70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sail多肽透明质酸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7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贵肤泉多肽修护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78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伊汀 净透水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8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御橄珍玉御颜晶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8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汀熊果苷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698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砾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07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珍颜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0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蓝铜肽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蓝铜肽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蓝铜肽逆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3微光桃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3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诗汀鱼子酱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4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玻尿酸舒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5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迈诗珍粹维C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珍粹维C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珍粹维C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植萃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歌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38 广州智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御颜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3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悦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1 广州智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雨缦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雨缦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雨缦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阿卡那塔罗十六色眼影盘星途17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49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61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弹润嫩肌透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弹润嫩肌透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弹润嫩肌透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锦堂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8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堂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8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堂 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8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肤泉多肽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796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舒颜活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06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舒颜活泉甄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07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芊微焕颜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08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线名膜  植物胸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1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甄羽多元立体逆龄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17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妍堂焕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24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黛姿颜莹润焕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41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界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4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天香桂子香氛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44 广州茗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谜界玫瑰籽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4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臻姿柔艾叶酵素洗发乳（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4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香桂子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54 广州茗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活氧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58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娜菲丽尔 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61 广州伊立美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净颜清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65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细致清护乳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70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毛孔清透紧
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77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竹青肌雪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84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竹青肌柔晳清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86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焕颜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8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8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焕颜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8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竹青肌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90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肤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92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竹青肌多肽雪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897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丰盈保湿套（2）-修护溶
媒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1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丰盈保湿套（1）-修护溶
媒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4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2#惹火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2#惹火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2#惹火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御颜臻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粉嫩幻彩渐变腮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0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御橄珍玉植萃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1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粉嫩幻彩渐变腮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1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6789粉嫩幻彩渐变腮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4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ZGFB大保（净）组套-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43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 自然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63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申丽丝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2 广州申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申丽儒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4 广州申丽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5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5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7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7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品零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零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零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7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兰妮晶透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8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晶透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80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ZGFB小保（养）组套-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2991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奇宝儿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04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御昭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11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娜儿臻萃奢宠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12
广州圣娜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昭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15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昭澜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17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茵陈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29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圣芊微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31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芊微多效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35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缌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47 广州邦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樊文花凝润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49
广州市花都区芙莉思化妆品
厂

圣芊微氨基酸清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50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道养草本养护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道养草本养护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道养草本养护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舒颜动能焕颜多肽冻干粉套-动能焕
颜多肽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61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yso欧韵诗芬多精净化小罐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62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纯之 自然色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68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羽鹤舒通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羽鹤舒通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羽鹤舒通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8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EiceheartZspring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87
初诺（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薇雨佳颜玻尿酸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90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玻尿酸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95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雪肌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3097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丽诗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07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1#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1#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璀璨极光六色眼影01#日落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芊微净颜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2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润氨基酸橄榄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润氨基酸橄榄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润氨基酸橄榄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童颜帝皇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童颜帝皇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童颜帝皇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慧肌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然堂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31
广州市草然堂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常CKMJM洗沐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CKMJM洗沐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CKMJM洗沐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奇宝宝婴儿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38
广州市三荣卫生用品有限公
司

源丽诗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41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鞣花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5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仙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小白盒电动按摩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电动按摩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电动按摩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草本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仙一通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一通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一通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HANGEWAY·焕彩润色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67 广州承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水光感钻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70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CLOTHES OF SKIN肌肤衣姜王头发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73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圣芊微寡肽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195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青春乳木果多肽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傲青春乳木果多肽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傲青春乳木果多肽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馨宇玫瑰人生丰盈保湿套（1）-透明质
酸钠保湿凝胶（1）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19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丰盈保湿套（2）-透明质
酸钠保湿凝胶（2）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26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美妍美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2 广州市妃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美妍多肽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4 广州市妃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4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洽澳玫瑰果精华保湿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55
丝盖双宝（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套盒-密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套盒-密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套盒-密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5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7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BS柔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7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tty Grable 闪闪透润柔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8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怡美轩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91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玫姿颜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296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玫姿颜平衡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02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玫姿颜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12
广州馨碧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臀部韵姿养
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臀部韵姿养
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草之本臀部俏韵养护套-臀部韵姿养
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鞣花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沙棘靓颜套-沙棘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草本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4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祛痘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冰晶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冰晶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复合祛痘套-植物复合冰晶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翁妮小黑裙润丝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5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极叶PALAR LOBE精致小三角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6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叶PALAR LOBE精致小三角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6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叶PALAR LOBE精致小三角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56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俪娜姿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效焕
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65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sealian收毛孔净痘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372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龙舌兰修护套-龙舌兰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te on my face宠爱我的脸焕肤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4 广州璞妍贸易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te on my face宠爱我的脸多效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6 广州璞妍贸易有限公司

奥诗琳清爽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9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诗琳清爽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69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欧韵诗玻尿酸补水小罐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75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RBS柔亮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76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蓓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8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8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8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舒颜清痘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90
广州天姿本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妆木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691 广州祥广商贸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悦月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14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真的美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17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孕加美清滢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29
广州幸孕加美健康产业控股
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新活透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7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CKMJM秀发管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CKMJM秀发管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常CKMJM秀发管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澄  瓷肌亮肤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29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COMO格蒙轻透幻彩高光粉04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36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活肤美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38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透幻彩高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45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胶原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46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水精灵水养霜；悦来悦好 水
精灵精纯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47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透幻彩高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5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透幻彩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5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巅峰之恋富勒烯水嫩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60
广州美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美轩净油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63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RU韩汝键盘指尖酷潮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徽堂 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3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8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氨基酸蛋白修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0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氨基酸蛋白修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0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美诺人参氨基酸蛋白修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0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乘彩舫CHENGCAIFANG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06
广州御颜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NUON蒂诺尼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08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宣谷氨基酸深层清洁泡泡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1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TLA柔润修护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25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臻姿柔艾叶酵素果然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31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奇宝多效修护紫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39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健美樹恒采持色气垫霜G01（象牙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48
健美树（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健美樹恒采持色气垫霜G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52
健美树（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隔离
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53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丝美诗虫草蝶语臻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60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Kylie fina 可卸甲油胶（透明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65 广州市韩式舍贸易有限公司
玉肤村奢宠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75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岚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7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7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7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玉肤村柔嫩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79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村柔嫩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82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SHIMANSHA雅诗曼莎玻尿酸保湿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3996
广州雅诗曼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亮采润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亮采润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亮采润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0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冬草堂净颜透亮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1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冬草堂净颜透亮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1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冬草堂净颜透亮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1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恋瑞娜臻润弹嫩三色彩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21 广州黛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滋养丝绒唇釉-香榭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3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滋养丝绒唇釉-玛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44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觉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58 广州市智耀商贸有限公司
黛诗妃娅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6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菲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7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花正味玫瑰雪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77 广州花知味食品有限公司
花正味玫瑰精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082 广州花知味食品有限公司
茉姿茉姿精油香氛调香沐浴露（细滑柔
嫩）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05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维雅诗明眸焕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10 广州汉莱商贸有限公司
茉姿茉姿精油香氛调香沐浴露（平衡舒
缓）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14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姿茉姿精油香氛调香沐浴露（滋润焕
活）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15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植萃修护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1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诗妃娅植萃润泽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2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翡翠轻薄无瑕泡泡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3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黛菲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4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美黛菲VC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4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美黛菲娇嫩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5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巅峰之恋富勒烯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59
广州美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黛菲娇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YD修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3
广州市纹燊化妆用品有限公
司

魅力科斑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科斑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科斑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AZSION卡姿萱光感持妆隔离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68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命壹號氨基酸修护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70
广州生命一号大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魅力科斑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科斑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科斑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魔幻卧蚕高光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8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婗坊寡肽玻尿酸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89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9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玻尿酸水氧活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197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妃娅舒缓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0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菲鹿儿缤纷主义单色眼影
（FA75-M19）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1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姜岚薰衣草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薰衣草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薰衣草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AJIKOU阿吉蔻烟酰胺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25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睿丽水光丝滑健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3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纤渼源臻颜多重隔离防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5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5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奢宠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0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逆龄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滋润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2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抗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4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柔皙水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臻颜奢宠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光妍ShuiGuangyan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69
美之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黛菲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Cciree生物肽多元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生物肽多元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生物肽多元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生物肽多元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滨趣净润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79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翳密龄瓷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密龄瓷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密龄瓷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滋养丝绒唇釉-玫瑰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000428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KNASI凯那斯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0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魔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07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07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07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柔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3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气垫CC霜
-2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4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润透皙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4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葡萄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4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丝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4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龄  皙颜缓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51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雪莉米子水嫩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5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葉赫那拉玉容焕颜植萃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55
乾清漱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veYoung多肽丝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62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veYoung伊谷草睛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63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ANX小灯泡烟酰胺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66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亮肤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68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乐妃凡士林焕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6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XANX小绷带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70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8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XANX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97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皙樱花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439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田柔肤碳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02
广州市合富美容仪器贸易有
限公司

颜来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0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芮莱逆龄修护套-逆龄精华粉+逆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1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艾芮莱逆龄修护套-逆龄精华粉+逆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1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艾芮莱逆龄修护套-逆龄精华粉+逆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1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来乙酰基六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1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瑟智慧秘籍变脸BB霜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21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莎蓝净颜多效卸妆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24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逆时光·塑颜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25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传明酸莹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3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宜姿妍EVZYOK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36
盛世之妍（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苏妃优娜荻苇草平衡调理赋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39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瑟雾光水润丝滑气垫CC霜 VS002亮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50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维清颜祛痘美肤套-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76
广州涵维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维清颜祛痘美肤套-清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79
广州涵维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YI尤一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气垫CC霜
-2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8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rlgo鱼子酱焕颜洁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4483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童颜驻颜嫩肤组合-童
颜金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652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童颜驻颜嫩肤组合-童
颜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653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美微度童颜青春溶酶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4658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乐八舒缓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684 广州安辛康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人艾养调理套组-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68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美人艾养调理套组-修护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0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1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美微度童颜无龄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11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U.YI尤一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气垫CC霜
-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78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黛菲娇嫩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1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梦百丽玫瑰鲜颜冻干面膜+梦百丽玫瑰
水莹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玫瑰鲜颜冻干面膜+梦百丽玫瑰
水莹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玫瑰鲜颜冻干面膜+梦百丽玫瑰
水莹润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滋养丝绒唇釉-龙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5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FAFEITI法菲缇燕窝焕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60 广州臻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纤雕御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纤雕御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纤雕御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纤雕御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1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 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斑龙一品檀香男士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79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81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滢润雨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92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富勒烯多肽玉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898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芳妍黛尔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13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黄金细致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黄金细致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黄金细致焕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萃 蜂王浆熬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蜂王浆熬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蜂王浆熬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茜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3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水润保湿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3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修颜洁净清润泡泡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4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海藻胶原蛋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海藻胶原蛋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海藻胶原蛋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皙亮透润净颜泡泡洗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5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舞芭比灵动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53 广州市温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CIA莉安茜娅奢宠沁润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59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轻薄透气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6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冻龄 葡萄籽焕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6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美源臻艾香附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73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艾田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75
广州市合富美容仪器贸易有
限公司

蒂奥传奇7天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8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9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艾来姿7天多效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4991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蒂奈儿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薰衣草舒缓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1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云涵复颜抗皱小棕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2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37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皮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皮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皮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肤村焕颜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2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村雪肌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3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村醒肤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4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美域天女木兰焕肤雪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天女木兰焕肤雪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天女木兰焕肤雪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4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青春
活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5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润颜
雪肌透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5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蚕丝
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5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润颜
雪肌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玫瑰
活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5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润颜
雪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养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养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养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蛋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77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9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9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09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玖皙澳洲茶树精油奢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澳洲茶树精油奢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澳洲茶树精油奢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赋活臻皙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10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熙堂 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15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RS焕新密集养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16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佳妮雪肌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1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悦佳妮雪肌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1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悦佳妮雪肌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1 广州市白云区研美化妆品厂
卉语珍珠银亮多肽蜂窝活效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银亮多肽蜂窝活效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银亮多肽蜂窝活效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熙堂 古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30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肤泉肤源动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3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GO玻尿酸补水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41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ZUZU CBB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43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4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MENGYAN檬颜绿茶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47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玫瑰补水保湿清
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48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神彩魅丽 玫瑰多酚微雕粉+神彩魅丽玫
瑰多酚微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50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植佰素肽安肌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58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臻活凝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6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蜗牛原液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69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薇格新芽鲜活亮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186 广州恒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佛莲冬虫夏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11 广州名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丽诗秘密花园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12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芬黄糖精华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黄糖精华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黄糖精华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肤天成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2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滑溜溜润养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2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草本修护洗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3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ZGO多肽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32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ZGO寡肽痘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39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蓝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6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ZGO多肽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78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雅娜沁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沁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婕雅娜沁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SILIUS1891富勒烯多肽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4 广州慕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弗洋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弗洋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弗洋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荟清颜水凝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缇施焕彩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缇施焕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29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合欢无患子浓缩浸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03 广州三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1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1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奇迹量子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1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亦欧 水漾滋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2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水娃娃八胜肽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八胜肽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水娃娃八胜肽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舒妍多效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净妍控油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2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润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润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皇晶润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燕窝赋活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调理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4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燕窝赋活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laroma乳木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3 广州馥缘商贸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头皮平衡控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头皮平衡控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头皮平衡控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燕窝赋活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 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燕窝赋活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5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彩锦发堂头发洁净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头发洁净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头发洁净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魅黑大眼自动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魅黑大眼自动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魅黑大眼自动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营养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营养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营养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ZhiLing诗芝灵无痕贴肤遮瑕液03深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75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御佰芬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78 广州星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缇施焕彩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39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0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佰珍堂娇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娇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娇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亦欧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27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淋通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淋通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姿雅舒淋通顺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来水润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3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保湿精粹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3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KOU沿蔻蓝酮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45 广州锦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丝绒哑光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4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亦欧 水漾修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50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温护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5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舒缓修护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6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舒缓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6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鳄肌源凝时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6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鳄肌源凝时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6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鳄肌源凝时臻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6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維納瑪麗 玻尿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7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維納瑪麗 玻尿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7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維納瑪麗 玻尿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7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7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肩颈舒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8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焕颜焕肤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8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初鎏光焕颜水光双层气垫粉霜-粉
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85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鎏光焕颜水光双层气垫粉霜-气
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94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鎏光焕颜水光双层气垫粉霜-气
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95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堉康 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 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 畅快舒净草本套-畅快舒净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4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柔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02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芳漾泉蜜吻固色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05
广州市三伟雄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菁茶萃山茶籽凝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18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水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27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郦美康龙胆草嫩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58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亮肤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59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亮肤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60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龙胆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61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日间光感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62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玉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63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郦美康龙胆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66
广州医科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SRS肌源动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2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赋活焕颜调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4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胶原蛋白提拉紧致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7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皂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皂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皂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富勒烯胎盘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8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聪明鸟酷黑速干流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87
红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草本养颜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V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59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燕窝臻耀美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0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冰肌雪润天然小颗粒玫瑰海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0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舒缓香氛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0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净化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NEFOUME妮珀美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5 广州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EFOUME妮珀美玻尿酸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28 广州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碧琪牛奶嫩肤祛角质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30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葵尚净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33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瑟水光弹润精华美颜霜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677
麦瑟（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绯梵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01
绯梵（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所草本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草本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草本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臻萃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臻萃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臻萃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记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砾脐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16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金钻灵动九色眼
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2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QUEENSTORY润颜雪肌皮肤管理套-青春
活颜保湿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2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YS魅惑滋润锁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36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H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48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植萃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5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西施绵羊油暖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60 广州雅顿日化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甘氨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CISSY MAGIC彩绘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6 广州市娅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雅婕 眼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眼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雅婕 眼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靓琪 水漾润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8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SHU丽克柔秀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798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芙美虾青素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0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14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17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21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22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28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美纤舒焕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焕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焕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龙一品檀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70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斑龙 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74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斑龙一品檀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76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斑龙臀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878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清芙源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清芙源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清芙源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肌源糖糖参粹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糖糖参粹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糖糖参粹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保湿修护溶媒液+优肌源蓝铜肽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保湿修护溶媒液+优肌源蓝铜肽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保湿修护溶媒液+优肌源蓝铜肽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奇宝婴幼儿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45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高倩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4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沁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5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st Korea Hya Plankton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est Korea Hya Plankton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est Korea Hya Plankton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5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ORGANIC HEMP PAIN RELIEF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RGANIC HEMP PAIN RELIEF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RGANIC HEMP PAIN RELIEF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OUT BEAUTY 25 Color Eye/Face 
Replaceabl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OUT BEAUTY 25 Color Eye/Face 
Replaceabl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OUT BEAUTY 25 Color Eye/Face 
Replaceable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3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周末风琉金奢华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周末风浓黑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6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周末风纤细舒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7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适心美玻尿酸原液深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75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色之吻纤细柔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8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暨唤溶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598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唤溶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草本紧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唤溶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5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紧
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4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1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溯翎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2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馨之昧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冻干粉+
紧致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4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女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中玫瑰晶钻闪耀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塑馨之昧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7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馨之昧紧致提升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58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倍优姿润滑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60 广州万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六胜肽冻干粉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62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中玫瑰晴采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7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养荟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2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DU丝柔顺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聚柔清雅养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8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梦雅富勒烯活性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富勒烯活性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富勒烯活性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096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源康养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1
广州恒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汇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劳伦多巴盈润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蓝铜胜肽补水多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蓝铜胜肽补水多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蓝铜胜肽补水多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六胜肽抗皱提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六胜肽抗皱提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六胜肽抗皱提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梦雅虾青素赋活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虾青素赋活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虾青素赋活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0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烟酰胺光感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烟酰胺光感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梦雅烟酰胺光感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冻干粉+汇美宝
典逆龄美腹抚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冻干粉+汇美宝
典逆龄美腹抚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冻干粉+汇美宝
典逆龄美腹抚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羽烫后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4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修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1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美腹抚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富勒烯补水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23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虾青素传明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58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源康养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59
广州恒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碧琪橄榄润泽祛角质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5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汇美宝典玉韵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玉韵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玉韵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周末风星耀蓝钻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独角兽轻盈雾感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4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采植物精酵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76 广州思家科技有限公司
颜沐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83 广州熙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妍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84
广州市百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莱皙维生素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0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庭雅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7
洛莉雅（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eba透明质酸钠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eba透明质酸钠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eba透明质酸钠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丽妆园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1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玻尿酸人参水润滋
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玻尿酸人参水润滋
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玻尿酸人参水润滋
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修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修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修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男士活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劳伦多巴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0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妍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5 广州魔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HYGEIA海茱雅水润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1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许愿精灵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许愿精灵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许愿精灵女士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I澳亿造型匠绅士动感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27 广州市澳亿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I澳亿造型匠绅士动感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28 广州市澳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佩兰迪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魅力男士运动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魅力男士运动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魅力男士运动淡香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 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5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 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5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 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5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诗秘草本植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草本植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草本植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零距美鱼子酱奢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81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晓泡沫花朵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295
广州市帆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韩姿遮瑕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08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狸妆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13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竹青肌焕颜滋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17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然素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缇施焕彩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3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心堂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37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  墨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59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奇宝薰衣草祛痱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76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梵博去屑止痒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8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微卡姿 VIMENYMPH涂抹式水光玻尿酸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91
广州世仰生物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怡玑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95
广州怡美快线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渐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花渐多肽修
护冻干粉+花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399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瑶采植物多肽赋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07 广州思家科技有限公司
植然素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TARY优妮蒂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花木屋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2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花木屋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2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奇宝婴幼儿爽身粉（洋甘菊）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3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斯幂素颜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素颜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斯幂素颜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 水妍莹润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7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 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38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施妍俪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42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LANSNOW黛兰雪烟酰胺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45 广州黛兰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活养纯粹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4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肌肽清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51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深海焕颜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6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 水妍莹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67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AHAIR Natural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72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72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72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72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昔尼富勒烯水莹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75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 水妍莹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81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水妍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83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 水妍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84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 水妍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86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舒妙婴儿益生元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490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米奇宝婴幼儿泡泡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06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草本素雅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18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兮水瑶草本养护洗发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19 广州市爱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沁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沁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沁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明眸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明眸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颜康宝明眸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寡肽多效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25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3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妥信紫竹净化微排套-净化微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44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号色天使之翼丰卷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47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紫质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5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紫质清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5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西能柔润晶彩手护套--柔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63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柔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65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能凝润紧致颈护套--凝润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67
广州市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瑟御龄蓝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6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薄荷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7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7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7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富勒烯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8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六胜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8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控油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0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控油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0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控油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0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控油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0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蓝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紫质甘草调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59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小鲸洗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00 广州洁明洗涤制品有限公司
柏菲姿安肤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菲姿安肤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柏菲姿安肤静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秘瑟御龄密罗木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1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AOYANLALI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ANLALI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ANLALI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优妍Liveup简爱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瑟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2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Mergian萌小菌奶酪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3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AIMEIYUESHI爱美约誓肌肽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41 广东爱美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六胜肽眼部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6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秘瑟御龄六胜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67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肌肽清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09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COLOURPOP眼部及唇部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眼部及唇部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眼部及唇部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媚良缘哑光口红02珊瑚砂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媚良缘哑光口红02珊瑚砂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媚良缘哑光口红02珊瑚砂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梦揽芳华滋润口红11朱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梦揽芳华滋润口红11朱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梦揽芳华滋润口红11朱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1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寻情觅缘滋润口红07妃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寻情觅缘滋润口红07妃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寻情觅缘滋润口红07妃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蔓丽嘉二裂酵母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33 广州耀晞贸易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耐芙植萃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娅蔻斯水润活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4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Svhczw尚·玑凝颜净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47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 飞碟高光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56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润 氨基酸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润 氨基酸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润 氨基酸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眼部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眼部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眼部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丽健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6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恒丽健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梦回盛唐雪肤花貌滋润口红05丹璃染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雪肤花貌滋润口红05丹璃染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雪肤花貌滋润口红05丹璃染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清透皙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清透皙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清透皙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莉茶树油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7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迪娅蔻斯水润活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8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OIS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芳靓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芳靓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芳靓盈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uesui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11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暨美靓颜多肽美肌修复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多肽美肌修复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多肽美肌修复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娅蔻斯氨基酸活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2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日月香刺梨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39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艾舒泉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舒泉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舒泉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盐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盐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盐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丝滑溢彩璀璨粉饼（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7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合卺唇情哑光口红12茉莉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合卺唇情哑光口红12茉莉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合卺唇情哑光口红12茉莉苏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创闺蜜家星空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6887
广州市万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慕芦荟滋润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芦荟滋润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芦荟滋润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晶润补水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晶润补水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晶润补水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赋活柔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45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焕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48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HERO CHING 希罗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62 广州希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7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莎蔓丽嘉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75 广州耀晞贸易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海藻弹润柔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海藻弹润柔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璇公主海藻弹润柔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调理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4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SFRF淡雅顺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顺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顺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顺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悦心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8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95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滋养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196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紧润赋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0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09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调理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12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调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19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23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THE＆SECOND FACE平衡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24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蒙芭拉 瓷美柔光气垫调控修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瓷美柔光气垫调控修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瓷美柔光气垫调控修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洁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31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娜恩雅妃德倍润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5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春之唤灵芝养肌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79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F淡雅低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低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低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RF淡雅低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氨基酸净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07292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绾彩  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06水动力箐萃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06水动力箐萃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06水动力箐萃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悦妙堂舒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妙堂舒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华匠坊沉香护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泉 氨基酸洗护精品套装-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0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净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臻品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温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1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 多效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1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 清透净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之泉RZQ-013光感亮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3光感亮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13光感亮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华匠坊沉香正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3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蜜桃舒缓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36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3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  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38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温和亲肤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39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华匠坊沉香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4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iSYPHUS磁感提亮妆前乳 1#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44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BEDO泛美堂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4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 烟酰胺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56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EAUTY SHIN 玻尿酸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64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柔之泉RZQ-001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6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01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6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柔之泉RZQ-001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6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YOBOMISHIEN雅博米契私有美丽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69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野六胜肽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六胜肽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六胜肽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7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滋养出水DD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77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丽诗胸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399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丽诗净化平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01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丽诗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07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净肌控油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1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哑光唇膏999#经典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20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柔滑唇膏999#经典正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27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嫡卡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嫡卡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嫡卡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柔滑唇膏206#陶土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1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花青素精粹焕颜套-花青素精粹
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清透净油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3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花青素精粹焕颜套-花青素精粹
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4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  清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43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哑光唇膏740#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48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哑光唇膏206#陶土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50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罗CAILUO轻质感柔滑唇膏740#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54 广州曼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花青素精粹焕颜套-花青素精粹
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6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丽诗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80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绾彩  丝质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48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丽芙雨芦荟胶清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13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足跟滋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足跟滋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足跟滋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型男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型男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型男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私人订制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4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私人订制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4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私人订制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51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私人订制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52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古伊美私人订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55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FLBEDO泛美堂美眼多效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5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68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姿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72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多肽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78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AG净肤多效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7587 广州韩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奥传奇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0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然美乳木果滋润保湿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03 广州露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婷发际线修饰阴影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发际线修饰阴影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发际线修饰阴影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瑞娜神经酰胺肌底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31 广州通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liQi玫丽绮氨基酸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35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娅姿三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38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芝雅 星空幸运彩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4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蓝冰彩草本泥膏（免加热）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5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美娜黑天鹅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52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爱氏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7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7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7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素颜水光面膜（奢养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80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莹润焕颜保湿面膜(奢养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0768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角鲨烷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面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0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丝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14
几米科学技术（广州）有限
公司

蜜诗贝尔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童颜活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佳二溢尔康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4
广州壹佳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思迪靓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7 广州臻姿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思迪净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29 广州臻姿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NI YANG DAO泥养道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3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 YANG DAO泥养道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37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 YANG DAO泥养道姜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39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月深海铂金高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50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幂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51
广州市迪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月深海熊果苷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54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月深海熊果苷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57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6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月深海铂金多肽透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61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喆首乌植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72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黄金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7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7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78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舜效亮颜套盒-舜效多效面膜粉+舜效调
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0
古方医妍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舜效愈颜套盒-舜效多效面膜粉+舜效调
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4
古方医妍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诗所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胶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胶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你芬香水润胶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蜂王浆双萃菁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79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利贝泰赋颜清润冻干粉+赋颜清润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0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羊胎素舒纹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丝卡娜氨基酸护发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2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粧Haoang  轻盈控油修容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5 广州市白云三元里和鑫行
奥莎莱尔莹润皙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皙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皙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EYUE怡玥塑颜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18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黛姿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33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界水嫩无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42
几米科学技术（广州）有限
公司

童歆多肽修护冻干粉+微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5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肆美 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74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莎莱尔莹润靓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靓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靓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所泉 氨基酸洗护精品套装-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奥莎莱尔莹润玉颜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玉颜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玉颜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焕颜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焕颜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焕颜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9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甄羽多元立体逆龄冻干粉+多元立体逆
龄赋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07897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云慕虾青素修护美肌冻干粉套-虾青
素修护精华液+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虾青素修护美肌冻干粉套-虾青
素修护精华液+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虾青素修护美肌冻干粉套-虾青
素修护精华液+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水动力补水套盒-水动力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07 广州恒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些事一些情高山火绒草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11
广州市一些事一些情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光滑紧致咖啡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2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鱼子酱晶透焕颜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2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人萱言LIRE STATE玻尿酸烟酰胺精华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26 广州慕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素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34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丝美诗虫草塑颜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38 广州倩丝美妆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通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通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肩部养护套组-能量通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富勒烯凝时紧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修护滑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修护滑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修护滑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79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魅力 净畅美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净畅美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魅力 净畅美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uyso欧韵诗黑金亮肤小罐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16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净化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4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女神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4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透明质酸水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4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毛孔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4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舒缓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5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赋颜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5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ZGO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56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多肽修护冻干粉套-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58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水光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6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焕能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6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舒美妮男士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1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水光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水光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水光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山竹水漾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山竹水漾臻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7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山竹亮颜润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7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诗佰俪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83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蒂曼赋活玫瑰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084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ZGO多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06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水光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08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草舍 黄金玻尿酸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10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亮肤泉焕颜肌蜜养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45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C无患子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46
广州唐姬何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冰川舒颜净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5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Queen臻美精雕冻干粉+臻美精雕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53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AINTEUR雪莲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61 广州天域雪莲科技有限公司

DC无患子绵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62
广州唐姬何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C无患子甘露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63
广州唐姬何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娜贝拉深海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7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修护冻干粉+亮颜溶酶液+亮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86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RU韩汝三色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93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HER PERSONALITY GIRL VELVET 
MATTE LIPGROSS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94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HER SELF-CONFIDENT GIRL VELVET 
MATTE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9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HER SPECIAL GIRL SERIES BUBBLE 
ESSENCE MATTE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08198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儿童倍护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3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背部舒护紧致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永生花胶原善颜系列套组（永生
花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2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59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佰俪神经酰胺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61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SALAND专研双色修容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6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梦境绘彩玩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液（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82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嫚祺 晶莹靓颜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0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诗嫚祺 青春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4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新靓琪玻尿酸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5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舒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舒缓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9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9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09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炫黑纤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1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川·伊思 小黑管水感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13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儿童倍护亮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15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BEST维生素水解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16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新靓琪芦荟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2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沙棘水润弹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2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伊堂腹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31 广州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嫚祺 青春驻颜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32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颜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3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梵薇积雪草润泽水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4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4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红景天莹透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4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TINGMEILA舒缓植萃胸部套盒-舒缓赋活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50
广州医品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INGMEILA舒缓植萃胸部套盒-滋养舒缓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56
广州医品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中玫瑰魅眼速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5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水中玫瑰魅黑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5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TINGMEILA舒缓植萃胸部套盒-舒润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60
广州医品基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中玫瑰酷黑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6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彩主角浓黑纤长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6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彩主角纤细丝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7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波姬猫富勒烯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0 广州市波姬猫美甲有限公司
生命密码黑蝴蝶石墨烯安瓶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养烟酰胺二裂酵母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3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波姬猫酵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5 广州市波姬猫美甲有限公司
媞梵薇石斛兰晶透焕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姬猫熊果苷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7 广州市波姬猫美甲有限公司
新靓琪 活养纯粹锁水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388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水润温和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08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养牛油果角鲨烷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6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氨基酸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19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艾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艾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艾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鲜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2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喵小妖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4 广州市灵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温润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温润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温润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红酒多酚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红酒多酚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红酒多酚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Bdi参草驻颜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6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参草驻颜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6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卿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49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可囊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奢焕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奢焕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奢焕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抖梵皙多效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抖梵皙多效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抖梵皙多效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8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菁润堂海洋活泉补水系列-菁润堂海洋
活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94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润堂海洋活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96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花之美柔润莹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498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0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0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0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皙提鱼籽胶原水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0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皙提鱼籽胶原渗透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2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爱元素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5
广州纽得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皙提鱼籽胶原水凝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8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皙提鱼籽胶原臻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21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嫚祺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34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诗嫚祺 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38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颜来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4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嫚祺 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50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诗嫚祺 幻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52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诗嫚祺 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53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YISUNEN 玻尿酸即润精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1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嫚祺 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5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超歌牡丹花滋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7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Window of soul秋瞳净柔洁颜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劳伦多巴柔滑滋润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71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欣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7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爸爸怡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7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IFZA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8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爱宫语密龄冻干粉+宫语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84
广州天之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歌牡丹花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88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酥媛指甲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3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凝彩润颜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59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金芝堂逆龄提拉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18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18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润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18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 玻尿酸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1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氧蜗焕颜心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24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金芝堂 富勒烯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2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MoonsManor好清新护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30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巨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3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 烟酰胺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3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MEIMEN时光灌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MEN时光灌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MEN时光灌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5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晴 玻尿酸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61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娇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81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诗晴 六胜肽赋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8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DU轻描素写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9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蓝佧碳元素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93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晴 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98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8699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氧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05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妤宸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0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宸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0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宸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08 广州西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姿玉颜多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1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BETTY 氨基酸洗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BETTY 氨基酸洗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BETTY 氨基酸洗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13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蜗焕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15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MUVU星耀蓝钻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2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NyceMakeup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2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9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7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0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玻润烟酰胺多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3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姬猫银耳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59 广州市波姬猫美甲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08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倾沁盈润暮光唇膏SD11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 深层锁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7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TIZI缇姿活力水光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73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意乐特姿 隔离修护3号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意乐特姿 隔离修护3号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意乐特姿 隔离修护3号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7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di丹参白芨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丹参白芨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茯苓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4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茯苓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4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玻尿酸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90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肌肽焕亮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797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19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赋活缓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28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弘素海葡萄蓝酮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41 广州玛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岚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48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本素雅水妍净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49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秀瑞源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3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Best Korea Gluta Peach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est Korea Gluta Peach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est Korea Gluta Peach Collagen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55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悦巧堂石墨烯亮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石墨烯亮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石墨烯亮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氧蜗活力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70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1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88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Bdi玉竹黄芪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2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玉竹黄芪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2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氨基酸清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3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高 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5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沃圣量子富勒烯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6
广州普拉姆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皮膜滋养水分乳-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7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络丝Pallows保湿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898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乐妃 时空焕活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0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娇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06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芝堂 玻尿酸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2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萃森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21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娇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23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嫚祺 青春驻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34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BEUYELS清盈柔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3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UYELS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4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络丝Pallows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5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胶原肽多效隔离防护套装-胶
原肽匀皙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络丝Pallows活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8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胶原肽多效隔离防护套装-胶
原肽舒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4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粹时光依克多因复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时光依克多因复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时光依克多因复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烟酰胺滋养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54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后明妆水漾固色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6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后明妆水漾固色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6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后明妆水漾固色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6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6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KΛNIDI草本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68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首乌精华液套装-首乌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74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首乌精华液套装-首乌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77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植物精华液套装-植物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0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植物精华液套装-植物控油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3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田溢梦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东田溢梦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东田溢梦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丝秘方植物精华液套装-植物营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85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母菊花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母菊花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维他命C维E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3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i莲根花叶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莲根花叶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眼部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8999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人参滋养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0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秘方植物精华液套装-植物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04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活力光感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09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束玫瑰滋润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11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洋甘菊细致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15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束乳木果盈润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16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植萃紧致组合套装-紧致草本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37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迪娜氨基酸补水防染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38 广州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氨基酸补水防染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38 广州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氨基酸补水防染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38 广州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秘方首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39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皮膜滋养水分乳-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41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秘方植物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43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植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46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致时分植萃紧致组合套装-紧致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50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致时分植萃紧致组合套盒-植萃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51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萃森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65 广州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8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黎恋人八肽修护冻干粉+芭黎恋人八
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89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韵诗魅力冰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9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韵诗魅力冰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9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韵诗魅力冰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9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眼部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9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植物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099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植物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02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秘方首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05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瑟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0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哲博花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08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络丝Pallows活肌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13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1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1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1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丽葆胸部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26
广州市芳妍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锁春轻盈润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30 广州锁春内衣有限公司

敏岚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37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狸妆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39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岚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42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植素复合修护冻干粉+复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46
广州可丽可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敏岚晒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48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宜可HAOYIKE肌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肌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肌源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右美狐狸爱上酒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左右美狐狸爱上酒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左右美狐狸爱上酒12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NFAST草本三七肌透修护眼部精华液
（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FENFAST草本三七肌透修护眼部精华液
（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FENFAST草本三七肌透修护眼部精华液
（浓缩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蒲露迪思1690倍护透亮肌底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奢姿玉颜多肽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尔滨水漾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水漾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水漾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倍护弹润肌底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倍护舒缓肌底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7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诗瑜鱼子酱亮彩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5
广州御合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回盛唐冰唇秋月滋润口红03翎荷绣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冰唇秋月滋润口红03翎荷绣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冰唇秋月滋润口红03翎荷绣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鸟朝凤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鸟朝凤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回盛唐百鸟朝凤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蕾多肽呵护冻干粉+多肽呵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191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采微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04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纹开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纹开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纹开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eBiQuan赫·碧·泉龙血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10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樱粉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0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樱粉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0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樱粉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0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妥信紫竹净化微排套-净化微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6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嫚祺 通润舒活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28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亦 温和海洋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35 广州三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姿茉姿精油香氛调香沐浴露（清爽水
润）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2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塑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塑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塑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尔滨深海鱼油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之韵 喷喷清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76
广州合森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LANSIRY雅蓝姿彩皂基水嫩洁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280 广州龙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娇人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03 广州零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牛油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水蜜桃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御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御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御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如素小黑管哑光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UMAN 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蓝铜胜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蓝铜胜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蓝铜胜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尼古罗斯男士魅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1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壹佳二屑力康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2
广州壹佳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OUMAN 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IOUMAN 神经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尼古罗斯男士海洋保湿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58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INUS World雪耳精粹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61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皙淑苦参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67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苦参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68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双重多肽蛋白套-双重多肽蛋
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6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双重多肽蛋白套-双重多肽蛋
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7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双重多肽蛋白套-双重多肽蛋
白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7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双重多肽蛋白套-双重多肽蛋
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7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双重多肽蛋白套-双重多肽蛋
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7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麗雪顔 玻尿酸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7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凝颜净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84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86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凝颜净澈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394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imeilan诱颜魅彩丝绒口红（04#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01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萱肌银耳多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姵尔霓多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13
世堃堂（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锐变密码精致美颜修护面膜（盈润紧肤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18
海之青（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贵颜美玻尿酸水漾润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20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姬富勒烯紧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24
广州市法颜姬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meilan诱颜魅彩丝绒口红（03#辣椒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2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贵颜美玻尿酸水漾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32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养神经酰胺角鲨烷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40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水滋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3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 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5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水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6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靓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7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8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熊果苷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59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特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60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发之柔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64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香芬保湿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66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妆精致塑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87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槿小姐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8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槿小姐舒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49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颜美玻尿酸水漾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04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诱颜魅彩丝绒口红（02#玫瑰
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07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贵颜美玻尿酸水漾润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12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奈薇爾极润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1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simeilan诱颜魅彩丝绒口红（01#牛血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2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Vobirth金盏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45 广州融艺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碧优莱鱼子胶原营养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56
广州美丽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所泉 氨基酸洗护精品套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58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洛恩尼洋甘菊植物萃取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8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格美廷黑金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86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山茶花清洁焕颜排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59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妃秀草本溯清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00 广州盛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CANGLONG 金惠堂蜂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02
广州市苍珑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叶修复活草修护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14 广州傲洋科技有限公司

孚容靓颜瞬时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3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雅莉源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4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爱思水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4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孚容靓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VDE 花漾柔雾腮红801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56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物志白芨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58 广州宫艺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75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RεMεZ持久润色亮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80
广州畅浤达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圣奈薇爾焕颜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足仙道 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9698
广州市百爱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索芙特雪肌乳木果角鲨烷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00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zrmr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0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标妆流沙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0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0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0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CLUM富勒烯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LCLUM富勒烯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LCLUM富勒烯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笛莎富勒烯玉肌修护冻干粉-富勒烯
玉肌修护冻干粉+富勒烯玉肌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18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笛莎富勒烯立体修护冻干粉-富勒烯
立体修护冻干粉+富勒烯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22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奇宝宝宝金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31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尊莹滋养丝绒不沾杯唇釉-521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3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奇宝金银花清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33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丽图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45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轻薄裸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55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倚花之美紧致修护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68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倚花之美氨基酸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71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倚花之美弹润紧致焕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75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益和堂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86
初诺（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婉卿鹤禧悦色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8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鹤禧悦色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8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鹤禧悦色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8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贝卡迪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93 广州燕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vhczw尚·玑凝颜净澈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798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0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嫣束修护静肌精华液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07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璟妍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1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嫣束修护舒润精华液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18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赞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20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24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25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精华液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29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束小分子水凝精华液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31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鱼子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鱼子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鱼子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唯雅迷迭香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46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NǒME 纤细持久眼线胶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6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丽图润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76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爾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爾极润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8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XANX彩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04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莎莱尔莹润奢颜多肽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奢颜多肽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莎莱尔莹润奢颜多肽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碧妍德虾青素滋润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22 广州盈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酵母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御傲牡丹植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2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freeskin  植物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3 广州芊寻猫贸易有限公司

植美悦沁润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4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蜜诗贝尔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灵王子组蘭双子星-王子组蘭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37
广州市万众视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星钻永恒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6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6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7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7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7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笛乐妃艾地苯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7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翰贝佐卡伊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76 广州翰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翰贝甄美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81 广州翰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尚美酵母温和舒护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美颜嫩肤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099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些事一些情阿甘树果油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00
广州市一些事一些情网络科
技有限公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草本美容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0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美熙盈润水漾嫩肤美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06 广州盛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岚烟酰胺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10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禹玥倾城魅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11
广州禹氏鸿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凝润精粹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恩尼金盏花植物萃取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3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祥草鲜萃玫瑰紧致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031 广州柒祥贸易有限公司

子文燕达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146
广东子文燕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伊麗雪顔多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014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甘草精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3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40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7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花半草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富勒烯黑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4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膜护士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2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妃秀草本腹部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36 广州盛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槿小姐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40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槿小姐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4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 橄榄油营养保湿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4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橄榄油营养保湿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4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 橄榄油营养保湿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45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轩堂滚滚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50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红叶藻滋养紧颜固态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5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眯眯眼密集水润六角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57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贝诗佳小球藻清排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6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YOUNG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眉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6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水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黛尔滢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78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素毛鳞氨基酸晶莹精华发膜+元素毛
鳞鱼子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0 广州御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5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亮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亮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凝时亮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8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PEPPERAZZI 芷菲猫格格香雪凝肌蜜粉
陶瓷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10399 广州澄波商贸有限公司

德科丽美煥颜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01 广州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丽颜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25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丽颜冰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28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丽颜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29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丽颜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32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妃秀草本溯清源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36 广州盛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山竹水漾亮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4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命密码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5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ASGARDEN虾青素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59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真本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本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本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哑光口红浆果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74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雅自然哑光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76 广州思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肌初微精华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77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眯眯眼特润奢宠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79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诗所温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温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温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8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唯雅邦植保湿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91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芭碧琪薰衣草舒缓祛角质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0493 广州市白云区欧琪化妆品厂



可美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505 广州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草本精粹修护套-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5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草本精粹修护套-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5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禹玥星夜之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0584
广州禹氏鸿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YANLALI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ANLALI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OYANLALI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姜参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4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姜参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4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姜参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4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AHAIR Natural姜参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04 广州诺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10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妆隔离光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17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SYBELLA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20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妆玻尿酸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29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易妆烟酰胺亮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0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易妆水凝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ΛNLE纤乐水凝隔离霜NO:QL0332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5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AUTY SHIN 富勒烯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39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QIΛNLE纤乐水凝隔离霜NO:QL0331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41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ΛNLE纤乐水凝隔离霜NO:QL0333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46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笙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多肽抚纹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5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春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春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静品轩 舒缓春享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臻美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臻美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臻美嫩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魅惑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67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沪美净爽清洁酵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净爽清洁酵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净爽清洁酵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娘方臻养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82
广州市润生堂生物科技发展
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胎盘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6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柔滑顺畅自然眉笔 501#苔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2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柔滑顺畅自然眉笔 504#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2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美莱花萃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4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六胜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50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思迪祛痘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53 广州臻姿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迷娅 暖养呵护腰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64 广州海莲升商贸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 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7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养神经酰胺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76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沉香大元方沉香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沉香大元方沉香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沉香大元方沉香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7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欧泉茉莉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84
广州市晨晖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林廖神经酰胺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85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岚童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791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涯爱靓烟酰胺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霖兮蓝铜肽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0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滋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滋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细致滋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莲娜首乌皂角营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35
广州伊莲娜美容养生有限公
司

妍之素咖啡因水润睛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3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诺雅头皮角质净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41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嫊羽芊秀美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44
广州雅坤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妙颜世家唯美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唯美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唯美肌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诗晴 即妍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77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分雪蜗牛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85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蜗牛新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888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古伊美焕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00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古绘净化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02 广州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绘染前头皮防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09 广州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鲑鱼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鲑鱼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鲑鱼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TI MIRA维蒂米拉闪熠高光眼影修容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25
广州梵臣季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绵密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4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逆龄密语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享时光玻尿酸肌底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58 广州思丽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茁儿焕颜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茁儿焕颜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茁儿焕颜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24K黄金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24K黄金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24K黄金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攸澜飞丝何首乌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宫尚美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0972 广州美尚宫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尔视留恋时光馥春套盒-时光修护按
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05
广州市万众视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D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13
广州市纹燊化妆用品有限公
司

花季密语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14
广州市禾意香精香料有限公
司

壹草元姜艾丝滑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17
广州市壹草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氧蜗保湿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21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壹草元老姜浓汁精华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22
广州市壹草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能量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2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护发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3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暖护深层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4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涅肤面部丰盈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61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海洋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63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6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6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老姜强根健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6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ECTRUE角鲨烷润护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8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蜗焕颜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86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DTDNA间充干修护套-间充干修护冻干粉
+间充干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87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CTRUE虾青素赋活小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8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蜗润肤水氧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89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MRS . JD璀璨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09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距美鱼子酱奢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03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芙特雪肌神经酰胺VE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0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Vaseina lip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lip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lip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邦美健 多效美龄霜套 多效美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5
广州邦懿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oe Vera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loe Vera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loe Vera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1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贤妃XIAN FEI童颜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23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贤妃XIAN FEI童颜皙透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26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风灵雄狮灵风灵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38
广州市风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诗琳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41 广州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CSFT即媞焕颜新生套-活性肽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55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敏岚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56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珠姐富勒烯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58
广州市依研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锁春胸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3 广州锁春内衣有限公司
GCSFT即媞焕颜新生套-新肌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4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GCSFT即媞焕颜新生套-活性肽微晶冻干
粉+活性肽微晶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5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香贝诗角蛋白润发滑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角蛋白润发滑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角蛋白润发滑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媚丽奢华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88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七分雪蜗牛新生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93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YSOUL爱影浓情12色眼影盘02挚爱一
生

粤G妆网备字2020011196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蔻兰Man Kou Lan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03 广州如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雀灵玻尿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08 广州枫宝贸易有限公司
魅芝兰 小金管绒情挚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13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理肤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理肤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理肤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娇人 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27 广州零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3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3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清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30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7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7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秀瑞源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79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初芷优肌多效肽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85 广州初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卡鱼酵素氨基酸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9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华匠坊沉香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璀璨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29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匠坊沉香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多肽透皙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0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多肽透皙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0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玑烟酰胺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07
广州怡美快线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茉莉诗黛 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10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之谜鳄鱼油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2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舒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舒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舒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歌发丝美植物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4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MOIR梦美尔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7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氧蜗小球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39 广州紫州香料有限公司

李可尔红石榴滋养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51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能量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5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补水保湿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78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青春冻龄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80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光感靓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85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痘肌修护清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88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嫩肤修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90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养紧致弹润保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393 广州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蓝美秀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01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UGECOCO清新东方调香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07 广州金荣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1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12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背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14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颜姬蓝铜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1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命达睡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生命达睡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生命达睡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2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涯爱靓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4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丝舒华香芬焗油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3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雀灵多肽修护活肤管理套-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4 广州枫宝贸易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胶原蛋白娇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6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塑净颜凝时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凝时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凝时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6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颜美玻尿酸水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70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腹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73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巴黎铁塔酷黑魅惑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74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腹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75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塑净颜舒爽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舒爽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舒爽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岚顺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顺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姜岚顺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8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YANJIAYI颜佳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92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乙基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49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SHENGY绿生源星璨豹纹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0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奢宠璀璨丝绒口红M15璀璨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09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I.R.Abeauty·生物纤维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10 广州昳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RSAYTD神经酰胺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1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ERSAYTD神经酰胺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14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边草水润唇膏H03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18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河边草水润唇膏H02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1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边草水润唇膏H01少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5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亿元棠牡丹水漾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26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牡丹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52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元棠牡丹焕彩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62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夜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67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润颜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115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芙莱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00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ROU黑凝胶保湿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23 广州爱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尚奢宠璀璨丝绒口红M14诱惑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24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雪芙莱娇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42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竹青肌活肤柔晳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45
广州美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美肌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美肌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美肌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香芬顺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74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白池花籽净透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82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69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0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尚奢宠璀璨丝绒口红M13柔情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11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细软柔韧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细软柔韧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细软柔韧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滨趣水漾双色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27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超歌发丝美植物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30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珀美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58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泰朗康悦多肽玻尿酸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766 广州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美糖简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美糖简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美糖简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mo肌源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11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男神晶刚光泽塑型复古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28 广州赛大化工有限公司
SkinMemo冰肌柔焦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46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卷翘睫毛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5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Memo冰肌柔焦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67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75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JIAYI颜佳宜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78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85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贤妃XIAN FEI童颜晶采眼部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88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8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花青素精粹焕颜套-花青素精粹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舒缓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2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di三七当归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三七当归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5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防风荆芥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7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防风荆芥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07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弥丽鳄鱼油润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1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源当归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当归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当归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h瑞函超模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26 广州欧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小乔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命密码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
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我型我塑三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我型我塑三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我型我塑三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3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蔓丽嘉肌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43 广州耀晞贸易有限公司
ARMELINE烟酰胺多肽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46 广州阿伊莲日用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香氛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55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芮沃圣量子富勒烯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57
广州普拉姆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九公子赋活肌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公子赋活肌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公子赋活肌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格美廷黑金头发补水顺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1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护士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护士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蔻黑松露焕颜多效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黑松露焕颜多效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黑松露焕颜多效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欧韵诗樱花修护小罐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67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雪芙莱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0 广州市维瑾新贸易有限公司
博礼妈妈植萃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3 广州润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舒润水漾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舒润水漾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低聚肽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低聚肽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婴儿肌植萃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婴儿肌植萃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3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2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5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rgan oi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rgan oi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rgan oil lip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119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1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03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秀芭斐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1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法珀美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18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唯雅邦植清爽香体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19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lanthome STOP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30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  Nose Lift Up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32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秀芭斐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33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lanthome Hip & BUtt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34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羊胎素祛痘修护冻干粉套盒-
羊胎素祛痘修护冻干粉+羊胎素祛痘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39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璀璨流光眼影YY005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4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沃圣量子富勒烯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47
广州普拉姆生命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璀璨流光眼影YY004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5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季艾草植萃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69 广东妍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龙一品檀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75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红石榴柔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红石榴柔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0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水光炫彩慕斯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12105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八分钟赋活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八分钟赋活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雨贝尔 八分钟赋活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U美眼秘籍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5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CDU纤细飞扬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6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OuMeiGe欧美格耀眼迷眸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彩色之吻璀璨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6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水中玫瑰丝滑炫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6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欧芙妍氨基酸净透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69
广州市炜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吴大嫂细雕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7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细雕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7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细雕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7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MeiGe欧美格丝滑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286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法珀美修护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16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法珀美舒缓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18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DU酷黑流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2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彩色之吻流光舒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2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露仕提雅奢宠至尊眼部套-眼部按摩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29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公子香芹籽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公子香芹籽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公子香芹籽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兰妃蓝铜肽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4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5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美诗焕颜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3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法珀美焕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42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美诗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露仕提雅奢宠至尊眼部套-金桂花蚕丝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46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诗雨雾丽艳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法珀美平衡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5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碧玉丽彩莹润晶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35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茹姬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05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诗极润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2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极润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碧玉丽彩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2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珀美美肌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2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根源堂头皮毛发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39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i-Softto玻尿酸密集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6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玫丽绮芦荟舒缓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75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清透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8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P·SCF液态湿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贝兰妃寡肽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90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黄金肌肽蜂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9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多肽焕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49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时空胶囊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01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AG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18 广州韩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婴儿蚕丝面膜 NO:K1178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1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欣然 尊贵养护套-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21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欣然 尊贵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22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欣然 尊贵养护套-臻品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23 广州巨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美美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33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水之初亮颜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43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45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珀美清透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滋色星钻柔雾唇膏212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芷物莹透密集补水套盒莹透密集保
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3
广州爱尚植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尚芷物莹透密集补水套盒莹透密集保
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4
广州爱尚植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彩氨基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7 广州鑫鸿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芷物莹透密集补水套盒莹透净润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58
广州爱尚植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悦购GRT奢宠肌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6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色星钻柔雾唇膏213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6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芷物莹透密集补水套盒莹透密集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0
广州爱尚植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滋色星钻柔雾唇膏211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星钻柔雾唇膏210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动力能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紧实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密语闭合蚕丝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密语闭合蚕丝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蜜语紧致养护套-密语闭合蚕丝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悦购GRT眼部保湿精华液+眼部蛋白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8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悦购GRT亮颜肌密蛋白球+亮颜肌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9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悦购GRT眼部蛋白肽原液+亮颜肌密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91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o紧致舒纹紫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596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舒研玑凝时紧致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06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润颜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0
广州华璋元兴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草本诗诀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诗诀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诗诀六胜肽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2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盒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1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诗顿植物草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22
广州艾美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芙妍海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26
广州市炜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尔视睛灵王子组蘭双子星-王子--组
蘭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30
广州市万众视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乔氏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37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41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氏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43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LR韩燕丽人燕麦仁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4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氏元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2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芦荟汁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芦荟汁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芦荟汁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6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盈透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氏臻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59 广州司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钥密匙光感润泽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70
广州柏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OLI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7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EOLI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7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EOLI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7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韩雅诗山竹粉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8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恭肤道多肽补水多重修护养颜套多肽补
水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688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七分雪蜗牛原液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07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黛希尔 胸部柔嫩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0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凤宝莲雪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雪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雪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3星空迷醉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8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2星空盛典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19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1星空舞会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0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4星空梦境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1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靓肤美颜膜焕套-靓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碧泉魅力经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6 广州凯碧泉贸易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雪晶焕颜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27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5星空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5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恭肤道维E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6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6星空假日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8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7星空梦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39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藏钥密匙星闪银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43
广州柏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CP积雪草舒缓特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49
好未来（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爵恋润泽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5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星光奶油肌·凝润遮瑕裸妆粉底
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6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星光奶油肌·凝润遮瑕裸妆粉底
液02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6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盈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6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杰尔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82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妍之素积雪草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278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皓质呈露 氨基酸滋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1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澄满色彩 温和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21
广州西洋彩化妆品开发有限
公司

花季密语精粹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28
广州市禾意香精香料有限公
司

花季密语精粹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34
广州市禾意香精香料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44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异草堂祛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45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4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美淨澄净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49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HY-HUG润颜亮肤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55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七分雪蜗牛新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62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氨基酸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6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仙坊红石榴深层清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72 广州七之仙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密集焕彩水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7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75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蘑菇头玻尿酸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多肽补水多重修护养颜套亮颜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85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恭肤道多肽补水多重修护养颜套多肽补
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88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WEIBEINI微贝尼樱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94
广州市微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BEINI微贝尼海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95
广州市微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BEINI微贝尼薰衣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96
广州市微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然尚品臻颜轻奢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97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U美眸焕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89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希颜水光炫彩慕斯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00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U美目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0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拉微格 · K3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1 广州卡巴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2#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2#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2#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1#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1#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  1#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颜臻至焕颜修护套-美肌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27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享颜臻至焕颜修护套-多效修护冰晶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33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享颜臻至焕颜修护套-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36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芸清堂舒缓清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40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多肽补水多重修护养颜套多肽补
水修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42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沪美滋润光泽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滋润光泽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滋润光泽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先履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66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活氧净透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7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至源氨基酸洁面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7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异草堂植物酵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79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恋雪肌嫩滑祛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298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美佳精萃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89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至源鲜活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9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滢透优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94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唤醒凝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9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9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焕肤修护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19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紧致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20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至源润颜活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20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1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1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1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6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6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修护润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65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氨基酸柔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氨基酸柔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氨基酸柔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37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尚蔓熊果苷酵母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03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幽草  祛痘淡印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12 广州百幽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牛奶润肤滋养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1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兰博 氨基酸黄金流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1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 氨基酸黄金流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1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 氨基酸黄金流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1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碧玉丽彩活力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2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MEN辣木根熬制精华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44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酷石墨烯烟酰胺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石墨烯烟酰胺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石墨烯烟酰胺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4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寡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01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活性肽赋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活性肽赋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渼小分子活性肽赋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美曼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4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小分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6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美曼青春修护冻干粉+青春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47 广州雯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文熙AimerVinci冻龄多肽紧致赋颜套
-冻龄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51 神洲（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缤美 晶钻珍珠奢润唇膏套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58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晶钻珍珠奢润唇部套装-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6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瓷肌雪肤亮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7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合康丽胶原多肽逆龄青春套组（胶原
多肽逆龄青春素+逆龄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胶原多肽逆龄青春套组（胶原
多肽逆龄青春素+逆龄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胶原多肽逆龄青春套组（胶原
多肽逆龄青春素+逆龄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8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盈润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59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芮海洋之谜水光深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0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两片瑶娇魅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2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面玑时光奢华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梦幻星空香水洗护套装-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美 北欧森林套盒-北欧森林丰盈炫色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20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终身美丽润泽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34
广州市海康百纳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沁玑 姜汁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4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优熊婴儿痱子尿湿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5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婴瑞儿婴儿松花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5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优优熊婴儿松花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57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婴瑞儿婴儿痱子尿湿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5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净润清透草本套 净润清透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KAZIQISE卡姿奇色小灯泡钻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95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樱花沁肤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樱花沁肤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樱花沁肤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6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滋养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滋养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滋养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SOUL爱影浓情12色眼影盘01青春恋
歌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11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14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微晶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19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水光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31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烟酰胺水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烟酰胺水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烟酰胺水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3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轩黎斯多效舒缓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40 广州民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琪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42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琪肌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43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琪肌深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48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57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控油祛痘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58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62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心素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6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洗鳄鱼油滋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7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童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78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控油收细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0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晶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3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琪肌透润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4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舒缓清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8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90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珀诗寡肽补水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79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1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1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1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悦心水森林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2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6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6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6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两片瑶草本温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77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腹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82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逆素黑钥匙逆龄解密套盒-滋养修护
冻干粉+滋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3987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木水言多肽肌源塑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03
广州水漾之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活力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水言植萃净透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06
广州水漾之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竹蓝藻月光酵母导膜Ⅱ组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16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祥草鲜萃玫瑰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20 广州柒祥贸易有限公司
莱竹蓝藻月光酵母导膜Ⅰ组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22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ΛCHECOL红参臻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24
广州御永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魅丽塑颜多效肽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44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碧玉丽彩驻颜弹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5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先履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55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野晶钻VC亮颜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晶钻VC亮颜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晶钻VC亮颜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黛菲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7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LIXIRONG李熙蓉私藏臻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84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悦购GRT奢宠肌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409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人神草黑桑营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0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紧致平滑修护冻干粉+紧致平
滑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1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缇仕头皮隔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6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尔丹平衡护理活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8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家蓝色妖姬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蓝色妖姬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蓝色妖姬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0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尔丹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10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扎地眉毛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2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绣后晨露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23 广州蔻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活肤水光透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2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媞纳斯菁萃舒润安肌套-菁萃舒润安肌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3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祛屑滋养洗发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37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菁萃舒润安肌套-菁萃舒润安肌
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4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菁萃舒润安肌套-菁萃舒润安肌
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4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菁萃舒润安肌套-菁萃舒润安肌
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4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菁萃舒润安肌套-菁萃舒润安肌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4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腰腹温舒草本套 腰腹温舒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5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臀部韵养草本套 臀部韵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6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奢颜紧致修护冻干粉+奢颜紧
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61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凡缇娜时光定格套-时光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65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时光定格套-时光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69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控油清爽洗发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73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时光定格套-时光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7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时光定格套-时光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78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时光定格套-时光定格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79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妈咪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0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雪颜美肌套-雪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3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雪颜美肌套-雪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肽元素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5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人参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7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雪颜美肌套-雪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89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雪颜美肌套-雪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93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妃凡缇娜雪颜美肌套-雪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95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盈一生 肌肤柔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9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誉美佳奢养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198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OGELIAN樱桃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03
广州市雅美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人神草侧柏强韧发根洗发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04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立体紧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1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妈咪赋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2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USUPSO小青瓜清爽保湿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29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微雕动感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30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GoSk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32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两片瑶艾姜温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39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筱彦紫安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41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神经酰胺微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2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蛋白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4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Kris Bébé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58
思创企业服务（广州）有限
公司



誉美佳精萃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67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黑桑营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68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永恒记忆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永恒记忆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永恒记忆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BI韩芘轻奢丝雾眉笔 #0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丝雾眉笔 #0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丝雾眉笔 #03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76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头家红色印记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红色印记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红色印记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2枫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2枫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2枫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8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人神草侧柏强韧发根精华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14396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紧致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08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hada逆龄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逆龄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hada逆龄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净颜三效合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1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6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0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6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0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魅惑口红 406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0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滋雅富勒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菩皙提玻尿酸透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32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奈多肽修护组合套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3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甘奈多肽修护组合套蓝铜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3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清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37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香奈缇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奈缇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奈缇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枣澄娇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5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田溢梦羊奶酵母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54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纳歌 保湿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5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64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傲牡丹植萃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70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异草堂控油洁净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473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YWT.WAIMITI  活性肽溶媒液（A瓶）+
活性肽冻干粉（B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0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颜嫩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05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誉美佳奢养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06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贵妇多肽水光动力组合-VC水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0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KUYAXIM轻羽光感塑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17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YD玫瑰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30
广州市纹燊化妆用品有限公
司

瑶采植物密集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32 广州思家科技有限公司
XANX轩皙沉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34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樱花补水保湿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46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KUYAXIM丝绒轻雾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55
广州市黎人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享颜嫩肤靓泽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63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享颜嫩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67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享颜嫩肤倍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69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享颜红颜嫩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73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芦荟丹参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8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芦荟丹参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8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芦荟丹参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58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NAKE纳歌多重防护隔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00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N MAN NING水光养肤贵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涵黛希尔肌密透亮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0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根源堂胸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1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米硒活能蛋白乌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1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沁润灵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沁润灵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沁润灵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视好水蛭素石墨烯舒缓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0
广东珍视好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夜朗云燕窝蜜养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蜜养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朗云燕窝蜜养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诗莉雪莹亮肤紧致精华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3 广东君赫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27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美肌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2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清透水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3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水润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4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清透水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5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7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JIKCN玫瑰多效双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JIKCN玫瑰多效双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JIKCN玫瑰多效双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3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焕颜提升套焕颜美肤提升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
华液+焕颜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斑容颜细滑紧致套焕颜美肤紧致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孚容净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孚容净肌冰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8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孚容净肌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CIMIMA+贻贝多肽舒缓清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贻贝多肽舒缓清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贻贝多肽舒缓清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9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红缦植物营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698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缦植物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03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蒂妃娜水桐木毛孔清洁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04 广州市嘉睿杰科技有限公司
红缦植物营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06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海洋之谜净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26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可蓓莉多肽焕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29 广州朗优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胶原抚纹微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31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特的烦恼系列攀登者固体香膏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4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系列朗读者固体香膏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41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格菲斯Angfis轻龄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43 广州圣琼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容想海茴香焕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45 广州丽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蜜诗净肤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46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CDU魅黑凝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CDU自然柔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6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格丽芬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76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畅轻宝宝鲜植清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78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晚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8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晚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8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晚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8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HE头皮去屑香波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5 广州市绿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早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早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华浓 玻尿酸安瓶精华—早安玻尿酸
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4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NǒME三山五园文化之颐和园主题氨基酸
柔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0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诗嫚祺 角质修护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06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美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蕊丝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蕊丝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蕊丝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馨 奶盖精萃双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49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光透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5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5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6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吾可纤丽经典套-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经典套-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经典套-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京博士 清肌净透正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7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8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京博士 清肌净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8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身体全息舒缓套-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京博士 透明质酸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1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花香氨基酸滑溜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2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丽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丽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丽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泊琦保湿粉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5 广州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1面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67 广州赛勃尔商贸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77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8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甲凝胶·甲油胶-黑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1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润养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润养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通润养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高山雪绒花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高山雪绒花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高山雪绒花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4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圣妍熙甲油胶-黑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5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缤美 水光镜面持妆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4999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优尚品靓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00
广州新优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润丝顺嫩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03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岚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冻
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09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丝特 香氛柔顺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2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乳木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2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格丽芬神经酰胺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27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多肽透皙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2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ftStone芳香清爽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tStone芳香清爽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tStone芳香清爽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2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军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3
广州超歌文军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水杨酸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7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丽梵希红石榴净肌清透理肤套装-红石
榴净肌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39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缤美 奢华闪耀星钻系列-魅力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40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梵希红石榴净肌清透理肤套装-红石
榴净肌清透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41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丽梵希红石榴净肌清透理肤套装-红石
榴净肌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43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缤美 奢华闪耀星钻系列-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48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梵希红石榴净肌清透理肤套装-红石
榴净肌清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49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丽梵希红石榴净肌清透理肤套装-红石
榴净肌清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55
广州市汇香丽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闺蜜卫士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5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卿颜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66
广州贝乐妈咪爱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金泊尔蓝铜肽紧致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69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黛尔滢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72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悉臻质青春套臻质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78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B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79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悉臻质青春套臻质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8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9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9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89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多肽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96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肌密紧致微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097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0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橄萃眼唇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1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孚容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芮泊琦遮瑕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2 广州鑫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控油均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3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MUVU流金焕采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苗黎遮瑕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7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SG洋甘菊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孚容靓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2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GSG洋甘菊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0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闪赞薰衣草烫染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2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苗黎保湿粉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6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7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7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植妍坊芦荟鲜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37 广州市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修护焕活柔嫩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42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新优尚品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44
广州新优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净葵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妃修色亮肤透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修色亮肤透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修色亮肤透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净葵焕彩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金缕梅平衡护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69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眼部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索芙特雪肌舒缓修护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3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芊语曼姿美滋舒润套装-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4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5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7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纤雅沁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0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2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蒙福VC轻盈柔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VC轻盈柔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VC轻盈柔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naier 彩奈尔轻盈沁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89 广州优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19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孚容靓颜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eiGe欧美格绘美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1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后植秀美目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2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后植秀纤细迷眸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2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后植秀深邃迷人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3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32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贺本亲婴儿紫草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46 广州市润婴国贸易有限公司
园禾诗植物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47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光感亮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4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Sofianna纤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ianna纤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fianna纤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驻颜女神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C精华滋养长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7 广州亮吧化妆品有限公司

DiTO持效妆前眼部打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持效妆前眼部打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持效妆前眼部打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5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黛希尔赋活水光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63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水颜多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67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角鲨烷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怡爱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394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控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397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玻尿酸B5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398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尊诗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35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黛希尔多肽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6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发之柔抹茶慕斯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7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语诺花语亲肌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48
广州林诺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慕媛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干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干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干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碧泉去屑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5 广州凯碧泉贸易有限公司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植萃净妍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5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瑾如新氧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0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逆时弹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3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蒙福茶果油净透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茶果油净透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茶果油净透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美颜定格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5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线慕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8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裸瑟丝绒奢华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7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雯晚安赋活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89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o紧致淡纹娃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92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尊诗芦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493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TGIRLS舒缓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1550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玫瑰多酚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50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植物修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550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面部焕颜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面部焕颜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面部焕颜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姿婷哑光丝绒小红帽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姿婷哑光丝绒小红帽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姿婷哑光丝绒小红帽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7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虞美人肌底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本亲婴儿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0 广州市润婴国贸易有限公司

荟雯小分子玻尿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3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雯寡肽净透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4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肌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肌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焕颜套-肌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按摩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59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肌底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肌底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眼部肌底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部
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部
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部
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眼部能量套-虞美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X丝柔致美水光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11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GERUOLA歌若拉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52
广州乔帮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倍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6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倍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6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倍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6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修护芦荟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修护芦荟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补水修护芦荟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爽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爽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爽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络丝Pallows光明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84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姬御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姬御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姬御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8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钻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92 广州市点钻贸易有限公司
超雪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099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寡肽-1肌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寡肽-1肌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寡肽-1肌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蓝铜胜肽新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蓝铜胜肽新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蓝铜胜肽新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虾青素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虾青素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虾青素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  多肽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1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菖蓉草本植物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21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寻精灵复活草修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22 广州艺千寻化妆品有限公司
迦罗兰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26 广州同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CALLURE菲鹿儿雾面丝滑口红笔（FA-
22）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2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维佳伊植萃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佳伊植萃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佳伊植萃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水润小分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ǔdith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Jǔdith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Jǔdith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3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妍眉毛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上妍眉毛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上妍眉毛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金尊紧致修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57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迷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清滢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8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头皮洗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87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雪植物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93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络丝Pallows胶原蛋白护眼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95 广州缔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红匣蜂皇虫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196 广州小红匣新零售有限公司
皙淑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06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燕窝多肽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0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玻尿酸补水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1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1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烟酰胺浓缩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1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石墨烯吸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1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TGIRLS乳酸菌舒缓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1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植物赋颜焕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3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玫瑰焕能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3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仙人掌清爽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3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橙皮苷光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3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4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肌 草莓鼻毛孔清洁组合 草莓毛孔
软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47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 草莓鼻毛孔清洁组合 草莓毛孔
拔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48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 草莓鼻毛孔清洁组合 收缩毛孔
细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49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水润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7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芝清净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8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纯皙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89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芝清净痘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9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净痘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29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新活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0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清新倍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05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贵妇多肽水光动力组合-多肽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0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御芝清醒肤致美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10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醒肤致美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1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润泽丽人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15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醒肤致美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1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醒肤致美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1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醒肤致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2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lamourera 多效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24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希尔 多肽童颜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2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富勒烯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富勒烯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富勒烯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44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塔 焕采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6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丽塔 焕采多效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6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知美二裂酵母焕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7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惠知美二裂酵母焕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7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海茴香莹润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海茴香莹润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海茴香莹润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蜜呼吸 石墨烯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量蜜呼吸 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修芙泉草本焕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86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芮富勒烯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390
广州铭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斯兰黛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14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C密罗木舒缓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21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多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2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致汇美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4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白池花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4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白池花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4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白池花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4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YEONSOO深海褐藻精粹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48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冠小屋灵动立体液体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51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润泽清透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5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蕾卡尔黄金贵妇紧致眼部套装-黄金
贵妇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61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水杨酸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7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is Bébé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82
思创企业服务（广州）有限
公司

思诗颜缇优氧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优氧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优氧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御馨然御妍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馨然御妍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馨然御妍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妍之谜抚纹修护冻干粉+抚纹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4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诗颜缇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海洋传说法令纹抗皱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09 广州市法瑞贸易有限公司
HYLR韩燕丽人百合精粹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JADCIE凝采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DCIE凝采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DCIE凝采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活肽净痘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1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海洋传说额头纹抗皱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24 广州市法瑞贸易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2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3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3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3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姿馨水雾密肌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水雾密肌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水雾密肌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美意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悦色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悦色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悦色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悦色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弗CAIF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馨 水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4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DU樱之花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LUDU樱之花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LUDU樱之花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3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绯蔓FEIMA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清爽净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6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啡LANFE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5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丸莎WANSH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捷薇JIEWE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玉圣莎YUSHENGSH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6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摩耐柏林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耐柏林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耐柏林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美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老藏人润肤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老藏人润肤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耀壹琉老藏人润肤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绣后烟酰胺提亮紧肤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6 广州蔻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玑蔻驼奶修护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79 广州优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 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91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诗所草本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草本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草本养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5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蓝铜肽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06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专属天使四色修颜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08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专属天使四色修颜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08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专属天使四色修颜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08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蜂蜜弹性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微后虾青素抗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后虾青素抗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后虾青素抗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后酵母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后酵母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后酵母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姿秘语绿茶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绿茶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安姿秘语绿茶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适心美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58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61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64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香馥露水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75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艾文熙AimerVinci冻龄多肽紧致赋颜套
-冻龄多肽紧致冻干粉 +冻龄多肽紧致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699 神洲（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适心美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7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玺靓颜靓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适心美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12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13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芙泉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15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春暖花开草本套 春暖花开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1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M肌肽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2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M肌肽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2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M肌肽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2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神草传奇蛋白营养植萃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24
广州市神草传奇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枫桦雪悦光甘草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0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多森小安瓶寡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1 广州市浩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多森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4 广州市浩康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翘蚕丝嫁接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翘蚕丝嫁接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翘蚕丝嫁接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5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5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58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DE 花漾柔雾腮红802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65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柔润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6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津花美秀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80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ZHO诗贞后不倒翁幻彩绽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不倒翁幻彩绽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不倒翁幻彩绽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尚妍烟酰胺光感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796
广州市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贺本亲婴儿紫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01 广州市润婴国贸易有限公司

百肤欣清肌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02
广州谜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RSAYTD鱼子酱小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10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诗颜缇新活补水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新活补水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新活补水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圣卡罗美水润草本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水润草本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水润草本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楼新月丰盈弹力修护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45
广州小楼新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浴皇国角质蛋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63 广州市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丹清爽去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64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诗颜缇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牧颜萃舒缓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舒缓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舒缓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益母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益母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益母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著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漫清滢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89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漫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91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漫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93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U神经酰胺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96 广州爱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漫靓丽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898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漫滋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03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秘语花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06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漫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09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宝黄金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19 广州爱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杰乐利 唤醒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2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杰乐利 唤醒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2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杰乐利 唤醒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2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缇茜娜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lenergy神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42
广州市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RSAYTD亲润水感遮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58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羽 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64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ZSRS瓷佰沭焕新密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71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芙妍玻尿酸烟酰胺亮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77
广州市炜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妃优娜荻苇草平衡调理按摩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78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加拉安娜玫瑰精华尚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3 广州俊雅商贸有限公司

艾露朵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艾露朵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艾露朵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薰衣草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8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蒙娜丽香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90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贝娜斯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91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娜丽香甲油胶（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6992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濡如意意益生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17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慧肌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慧肌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出云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45
广州唯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妍绿方富勒烯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58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芙妍富勒烯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67
广州市炜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郁金香舒缓修护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RSAYTD神经酰胺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7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lenergy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76
广州市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RSAYTD神经酰胺多效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80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85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YADLN雅蒂莲娜挚爱古风两面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89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美时光 草本修护头发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90 广州极美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缤美 奢华闪耀星钻系列-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92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百合滋养润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093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咖啡因眼部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01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牧颜萃灵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灵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牧颜萃灵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年草坊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05
广州佰年草坊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美蔓 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13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 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20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婴儿肌奢宠嫩滑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24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如舒活唤醒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27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濡如意意阿拉斯加鳕鱼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32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佳心红杉纤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4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BI韩芘轻奢璀璨星辰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52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璀璨星辰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52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BI韩芘轻奢璀璨星辰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52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誉美佳滋养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55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拉斯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56 广州市点钻贸易有限公司
doroivs独柔姜粉养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61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烟酰胺温和亲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62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二裂酵母亮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7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芙泉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187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RS瓷佰沭焕新密集调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1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瓷佰沭焕新密集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28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美蔓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33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 净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37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蔓 平衡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38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立体柔焦修容棒DXB02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4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ǒME三山五园文化之颐和园主题烟酰胺
亮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5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新优尚品舒柔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62
广州新优尚品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小蓝瓶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8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小青瓶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8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小粉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NGJI梦集植物精粹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92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伊玫姿愈创木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29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G洋甘菊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15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精华液+紧塑提拉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5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精华液+紧塑提拉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5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精华液+紧塑提拉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56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樸亚麻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78 广州顺品无纺制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白藜芦醇靓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87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红景天靓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39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多肽补水多重修护养颜套多肽修
护滋养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10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伊人颜  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14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美润之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美润之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美润之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多肽致青春奢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37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丽堂紧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4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4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4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润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44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XUANGU氨基酸柔滑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4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XUANGU氨基酸平衡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5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THE＆SECOND FACE赋活紧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56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DiTo 玩趣猫头鹰9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6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 玩趣猫头鹰9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6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 玩趣猫头鹰9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1746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fa澳发橄榄油凝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589
广州市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妍熙甲油胶-白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17590
本源国际品牌管理（广州）
有限公司

XIAOYISI小忆丝女人香洁净嫩肤香氛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594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草本诗诀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0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诗诀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0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诗诀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01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焕采亮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04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暄壳聚糖青春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09 广州佰亿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1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宝贝随芯所绘极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21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主角酷黑丝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3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依克多因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依克多因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粹之谜依克多因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主角柔滑顺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47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彩主角纤长柔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5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62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6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妃芦荟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77
广州好有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卡莉亚奢宠韶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78
广州水木芳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萱倾慕炫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倾慕炫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萱倾慕炫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妃芦荟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2
广州好有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青年Super Junior纤细持久眼线液
笔 #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3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妃芦荟水漾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4
广州好有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如臻水光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6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CHARM诱惑胶原蛋白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7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诗鱼子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89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水润凝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90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蜜诗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695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熊果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11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水润美颜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13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YUAN兰缘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15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LANYUAN兰缘红参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23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结义地江水植物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2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YUAN兰缘传明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28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结义地江水植物酶清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31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钥密匙红酒多酚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38
广州柏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LG日本百合美肤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美 丝绒柔雾奢华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91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 贵妇多肽水光动力组合-素颜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9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涵黛希尔 新活肌源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9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抗皱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79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梵态生物蔚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17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根苗水润修护舒柔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2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宝莱-烟酰胺西柚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30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ESEDO爱丽奢宠蜗牛光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33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芝源堂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38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爵恋茶萃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4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牛油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45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皙妍颜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56 广州媚家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秀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6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秀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6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秀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6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神经酰胺玫瑰花胶原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74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水言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75
广州水漾之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木水言烟酰胺亮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77
广州水漾之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felan卡菲兰黑珍珠贝壳透亮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2 广州翊升发贸易有限公司

优研秘极鳄鱼油靓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纤纤空间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7
广州市晨曦保健器材有限公
司

秘语晨夕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秘语晨夕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秘语晨夕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诺芘歌焕彩亮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92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减家 赋活紧实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789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花季密语精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10
广州市禾意香精香料有限公
司

减家 赋活紧实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1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康灵植萃滋养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植萃滋养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植萃滋养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美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美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BCIMIMA+焕颜瓷肌微晶美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2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SEOMOU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31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亮妍润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34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眼部小熨斗眼部多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眼部小熨斗眼部多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眼部小熨斗眼部多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减家 赋活紧实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6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URNEUN初蕴植萃净妍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3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减家 赋活紧实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玫瑰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ZSRS焕新密集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7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草本去屑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9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草本去屑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9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草本去屑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9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明眸酷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7999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如白藜芦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16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2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卜丁奢华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卜丁奢华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萝卜丁奢华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优雅香氛洗护套装-优雅
香氛丝滑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3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澎澎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50 广州丽之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约美吧诱人烈焰美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57 广州传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时光秘绘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79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题肌博士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信妈咪草本泥膜Ⅰ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84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LINYOKA山羊奶丝柔润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88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孚容净肌玉晳膜+孚容净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俏意氨基酸美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意氨基酸美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意氨基酸美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180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青春冻龄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11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URNEUN初蕴焕采亮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12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植萃祛痘清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18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YOKA烟酰胺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24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焕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4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植物眼部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45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2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草奇缘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5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草奇缘舒缓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7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塑净颜水活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水活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塑净颜水活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5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美时光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6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奢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72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YUAN兰缘神经酰胺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83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千绯二裂酵母肌底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86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迪猫双色防水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迪猫双色防水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迪猫双色防水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源堂小颗粒海藻补水舒缓免调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18195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0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 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12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芳妍黛尔净颜娇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26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3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3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细嫩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细嫩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雪兰婷氨基酸香氛细嫩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4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花青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6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花青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6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花青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6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28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芭葩 醇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醇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醇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HO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8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SECOND FACE平衡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92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29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雪芙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雪芙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雪芙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新氧润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4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瑾如美颜定格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8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芙樘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樘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樘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净柔洁颜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28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卡圣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36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卡圣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40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植物酶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57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姿仙子维C嫩肌亮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59 广州乾星科技有限公司

瑾如肌底舒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61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3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68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4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69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妆双头炫色眼影笔-05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70 广州市馨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炫金丝绒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82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F.R.C璀璨之星四色眼影盘 金沙鎏光 
日落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92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舒颜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8399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璀璨之星四色眼影盘 梦幻暮色 
光影暖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0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达水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19
广州市伊美达企业发展有限
公司

美天源金丝固态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23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富勒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36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ZSNREN修护润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3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ZSNREN修护润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3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ZSNREN修护润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3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ZSNREN修护润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39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神经酰胺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4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神经酰胺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4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神经酰胺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4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29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5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1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6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2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LDnail芬迪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LDnail芬迪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LDnail芬迪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5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0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芭葩 醒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醒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醒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47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YIBAIMI舒雅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YIBAIMI舒雅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YIBAIMI舒雅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1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啦黛米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啦黛米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啦黛米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4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竹炭酵母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19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黛尔滢润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28
广州妍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葩 红景天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红景天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红景天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清润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4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植萃美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SON DER浓缩微粒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64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补水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7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82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百合滋养润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86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蓝宝石青春冻龄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蓝宝石青春冻龄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蓝宝石青春冻龄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胶原蛋白赋活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胶原蛋白赋活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珍珠胶原蛋白赋活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5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0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莱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06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LG日本百合水光莹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27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香芬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54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 胸部养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5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如美颜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83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雅蒂莲娜挚爱古风两面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86 广州晨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如逆龄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92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瑾如透肤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694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阿丽丝韵多维透皙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09 广州妙颜美容有限公司
全口出安九色眼影（绯）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口出安九色眼影（绯）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口出安九色眼影（绯）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鱼籽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22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瑾如新氧润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30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修芙泉草本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34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6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6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6西柚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5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5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5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3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妍悉臻质青春套臻质青春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49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缤美北欧森林套盒-北欧森林轻雾蘑法
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6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黄金多肽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74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黄金多肽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74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黄金多肽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74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香水水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76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果酸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7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小龄EXIAOLING EN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00
广州市诚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uz牡丹帛妆轻柔植萃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05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10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15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16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22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小龄EXIAOLING EN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23
广州市诚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均梅盛美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24 广州宝康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26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35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桉诺轻盈美肌气垫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桉诺轻盈美肌气垫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桉诺轻盈美肌气垫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水杨酸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4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4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熊果苷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神经酰胺安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水杨酸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水杨酸焕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茉莉诗黛茉莉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8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5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攻略梦幻女王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7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 寡肽肌因冻干粉+肌因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78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黎姿堂草本精华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姿堂草本精华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姿堂草本精华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小腰慧美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899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 SIMEY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09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纳姿多肽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干
粉+多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1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新靓琪蚕丝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1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 SIMEY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23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格绿茶保湿定型嗜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39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可美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64 广州聚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派透润美颜贵妇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71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派燕窝乳糖酸赋活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8974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茶树清肌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02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水润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03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特孚莹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06
广州白特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庄园百合滋养润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12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丝绒奢润链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15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梨原野羊奶补水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URNEUN初蕴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65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多肽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71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羊奶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73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MENGJI梦集九肽精粹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77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爱蕊禧富硒玫瑰宠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82 广东唐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爱蕊禧富硒玫瑰宠肌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83 广东唐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爱蕊禧富硒玫瑰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84 广东唐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小贝象婴童草本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90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胸部保养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9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胸部娇韵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099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焕彩高光液01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0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焕彩高光液02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03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焕彩高光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0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焕彩高光液04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05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09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面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1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砾草本修护清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17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妮莎舒柔修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1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妮莎舒柔修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1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妮莎舒柔修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18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SM柔雾哑光遮瑕粉底液（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21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媚尔胶原香氛滋养蚕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45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玑 姜汁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4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姿柔胶原香氛滋养蚕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49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趣疤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趣疤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MM KORTAL初恋巴黎肌初微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MM KORTAL初恋巴黎肌初微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MM KORTAL初恋巴黎肌初微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16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15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肌之吻黑钻丰盈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17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缔美国际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20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27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琳净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33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琳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44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动力莹润修护套海藻水动力冻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4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动力莹润修护套水动力保湿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5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动力莹润修护套水动力能量小
分子水+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5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动力莹润修护套水动力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5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水动力莹润修护套水动力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5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龙舌兰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8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多肽丝蛋白灌肤套润透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9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多肽丝蛋白灌肤套多肽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29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纯音乐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00 广州时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多肽丝蛋白灌肤套多肽水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0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多肽丝蛋白灌肤套多肽丝蛋白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0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20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惠灵顿 赋活鳌合肽调节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21
广州慧灵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PECIAL 植物清爽舒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植物清爽舒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植物清爽舒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23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秀堂清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35
广州市晋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美尼出水芙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63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黛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6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俏美尼冰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74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MIB巨补水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77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美尼木炭洁净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9384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丹经典浪漫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02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禾钰方清调补修护套-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丹舒缓芬芳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08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虞美人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清调补修护套-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美尼巧克力慕斯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23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雪芙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24 广州雪夫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莲爽肤补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3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爽肤补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3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爽肤补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3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尔丹羊毛脂保湿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39
广州市葆兰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4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4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4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小芈银耳高保湿调理套装(非卖品）—
银耳高保湿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6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清调补修护套-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清调补修护套-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氏康源舒缓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5
广州卜氏康源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臀美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银耳高保湿调理套装(非卖品）—
银耳高保湿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7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胶原蛋白修护紧致套装(非卖品）
—胶原蛋白修护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8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8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8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8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胸部柔润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89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黛鲜萃焕肤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0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馨羽妍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果肽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2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遮瑕水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宠惹肌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宠惹肌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宠惹肌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深度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4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香氛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01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舒爽润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03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狸妆酵母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10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净透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1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14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萱肌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肌密贵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瑞芬初妍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3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亮颜拉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亮颜拉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亮颜拉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狸妆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6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雅姿氨基酸温和净润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2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水嫩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3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花火夜璨十六色眼影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3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龄雅药蜀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龄雅药蜀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龄雅药蜀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3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碧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4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玫瑰花青素弹润水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5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滋色花火夜璨十六色眼影盘04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5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韩姿余甘子泡泡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57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瑞芬初妍焕活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0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瑞芬初妍焕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1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左旋C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能量礼盒青春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5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能量礼盒青春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8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雪莲花青素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6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能量礼盒青春净化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0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雅姿肌肽虾青素双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3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赋活缓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山茶花青素醒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5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SND水漾固色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6 广州川泰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阳光礼盒芳草净化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7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7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尊贵礼盒舒活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0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寡肽原液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尊贵礼盒舒活净化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2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胶原蛋白保湿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3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5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卡倪蜂王浆柔嫩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2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尊贵礼盒舒活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4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瑞芬滋润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5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经典礼盒活力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09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经典礼盒活力净化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17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活力清新至尊礼盒清新
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23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活力清新至尊礼盒清新
净化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25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2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活力阳光经典礼盒阳光
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6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经典礼盒活力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45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活力阳光经典礼盒活力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49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级青年Super Junior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75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生物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7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9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9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9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9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DU浓密分明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1969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御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籽多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28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海洋传说塑颜提拉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31 广州市法瑞贸易有限公司
雅词仙人掌透亮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3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之色金致奢华透亮套盒-金致奢华
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金致奢华透亮套盒-金致奢华
透亮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金致奢华透亮套盒-金致奢华
透亮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金致奢华透亮套盒-金致奢华
透亮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绿豆净澈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之色金致奢华透亮套盒-金致奢华
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4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韩雅诗星辰梦霓口红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6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真御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7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堂五度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7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瑞堂 常规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798
与光同尘（广州）品牌管理
有限公司

品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14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JIELIESI男士净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IELIESI男士净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IELIESI男士净肤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柔顺营养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28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小苍兰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29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滋养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0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滋润顺滑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1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香氛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2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NAKE纳歌 烟酰胺水润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di姜博仕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姜博仕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姜博仕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3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PECIAL 舒安特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舒安特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PECIAL 舒安特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银杏活氧青春N3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蜜芬娇嫩护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59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蜜贝娜芯悦密龄舒护套芯悦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柔亮顺滑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柔亮顺滑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植物花语洗护套装-柔亮顺滑
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柔雾哑光遮瑕粉底液（03麦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4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6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水动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水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氨基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紧致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7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肌密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逆时空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逆时空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逆时空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雅姿温泉水神经酰胺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6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8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肌密贵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8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丽芙雨芦荟胶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18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肌密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1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柔雾哑光遮瑕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22 广州市蒂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蛋白肽粉+紧塑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8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蛋白肽粉+紧塑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8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丽堂紧塑蛋白肽粉+紧塑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88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天兰余甘子泡泡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90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宝贝沁透无瑕菁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91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1999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司坦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06
广州仟丝允抗衰化妆品有限
公司

钰锦堂五度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锦堂五度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5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7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府颐臻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府颐臻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肽海绵微晶焕肤套海绵微晶肌
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3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肽海绵微晶焕肤套传明酸焕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37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肽海绵微晶焕肤套黄油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3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肽海绵微晶焕肤套蓝铜肽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3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肽海绵微晶焕肤套蓝铜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04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人参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3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人参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3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人参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3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维纳姿维生素C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4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EGOCI巧克力雾面唇釉501 衰败干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46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巧克力雾面唇釉 502星沙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4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巧克力雾面唇釉503暮色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48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狸妆可可滋润柔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50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mini's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56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贤妃XIAN FEI童颜皙透生机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61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莉周 清颜植萃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63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丽兰美姬舒活植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29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迪珈净爽沁润丝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18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柏迪珈净爽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19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柏迪珈驻颜赋润魅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20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印象涵品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2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2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2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ysal丁俪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35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彩花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36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水光无暇气垫修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97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水光无暇气垫修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98 广州苏萱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肩颈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39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润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汉方男士护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1
广州潇然医学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mply Organ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Hair Care Anti 
Dandruff Silk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Hair Care Anti 
Dandruff Silk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Hair Care Anti 
Dandruff Silk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Profession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Profession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Laziness Professiona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0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DEEP REPAIR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DEEP REPAIR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DEEP REPAIR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NOURISHING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NOURISHING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NOURISHING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ANTI DANDRUFF HAIR 
SHAMPOO FOR OILY SCALP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ANTI DANDRUFF HAIR 
SHAMPOO FOR OILY SCALP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LUXURY ANTI DANDRUFF HAIR 
SHAMPOO FOR OILY SCALP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BALANCED SHAMPOO FOR THINNING 
HAIR AND 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BALANCED SHAMPOO FOR THINNING 
HAIR AND 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JUKE BALANCED SHAMPOO FOR THINNING 
HAIR AND HAIR 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Hydrat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Hydrat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Hydrating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DEEP REPAIRING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DEEP REPAIRING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DEEP REPAIRING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DANDRUFF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8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LKY&NOURISHING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LKY&NOURISHING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SILKY&NOURISHING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1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REFESHING&OIL CONTROL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REFESHING&OIL CONTROL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REFESHING&OIL CONTROL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Hair Fal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Hair Fal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eila Anti-Hair Fal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甜心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致汇美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信妈咪草本泥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8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自信妈咪草本泥膜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29
广州龙颜生物科技研究有限
公司

天恣曼舞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32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莲金菊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金菊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金菊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裸感持妆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39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0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唇六胜肽抗皱拉丝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1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OCI裸感持妆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2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OCI巧克力雾面唇釉504焦糖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6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香薰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香薰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莲香薰滋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特润防裂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青春雪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4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雪肌焕亮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富勒烯肌密贵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5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净润焕彩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5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雪肌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雪肌焕亮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青春雪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缓修护套组-
MG·SCF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活力阳光经典礼盒阳光
净化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8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阳光礼盒芳草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69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源阳光礼盒芳草能量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70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智妍活力套组-
MG·SCF玫瑰智妍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7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智妍活力套组-
MG·SCF玫瑰智妍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7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雅词樱花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8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海堂洋甘菊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83
广州鼎晟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莉周 清颜植萃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490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修护安肤
套组-DB·SCF修护安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修护安肤
套组-DB·SCF修护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莉莉周 清颜植萃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18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能量
青春套组-DB·SCF蛋白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2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茶花之谜鲜活盈润套组-鲜活盈润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2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33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舒润明眸套组-FN·SCF
舒润明眸精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3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舒润明眸套组-FN·SCF
舒润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3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舒润明眸套组-FN·SCF
舒润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3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茁妍ZHUOYAN 大师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39 广州幽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能量
青春套组-DB·SCF蛋白能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蛋白能量
青春套组-DB·SCF蛋白能量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4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雪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莉莉周 活性弹力紧致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3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康鎏金焕颜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鎏金焕颜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雅康鎏金焕颜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婷碧泉 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5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润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 水润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舒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温润净化养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沁美美颜修护套-胶原蛋白冻干粉+美
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美颜修护套-胶原蛋白冻干粉+美
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美颜修护套-胶原蛋白冻干粉+美
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57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ETGIRLS植物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1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若翔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3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 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3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弹润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3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弹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3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舒润明眸套组-FN·SCF
舒润明眸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舒润明眸套组-FN·SCF
舒润明眸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保湿套组-FN·SCF
润泽保湿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保湿套组-FN·SCF
润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保湿套组-FN·SCF
润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保湿套组-FN·SCF
润泽保湿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5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奢宠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焕彩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紧致面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紧致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臻颜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9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美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梵态生物清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695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茶树祛痘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茶树祛痘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茶树祛痘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薰衣草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薰衣草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薰衣草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薇脸焕彩面膜组合-
MG·SCF薇脸焕彩面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薇脸焕彩面膜组合-
MG·SCF薇脸焕彩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1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宠爱姿颜玫瑰提亮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玫瑰提亮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玫瑰提亮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马鞭草酮迷迭香清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马鞭草酮迷迭香清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马鞭草酮迷迭香清肌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红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8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植物面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29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绘红颜温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30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pie rouge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39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raSys生姜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eraSys生姜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eraSys生姜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红颜粉黛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粉黛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颜粉黛雪天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4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黎语清颜植物面膜（柔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54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5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5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5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润泽保湿
套组-DB·SCF润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可芙丽Care+fully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63
汉方生物医药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小芈胶原蛋白修护紧致套装(非卖品）
—胶原蛋白修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76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艾草原液去屑洗发乳（烫染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5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茗萃艾草原液护发还原霜（滋养莹韧）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8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3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青春雪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4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婷碧泉 焕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4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艾草原液去屑洗发乳（丝质顺滑）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54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金箔御龄
套组-DB·SCF金箔御龄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5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润泽保湿
套组-DB·SCF润泽保湿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婷碧泉 焕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6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 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6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润泽保湿
套组-DB·SCF润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6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69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润泽保湿
套组-DB·SCF润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天然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3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迪诗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晶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晶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水晶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之谜鳄鱼油焕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8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筋骨草修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皙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皙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皙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蕊禧富硒玫瑰宠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898 广东唐爱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韵魅草本修护套-韵魅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净化舒护草本套-净化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美皙妙龄修护套-美皙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丽莎烟酰胺亮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2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玫瑰智妍活力套组-
MG·SCF玫瑰智妍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肯元素 女皇玉肌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4 广州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丽莎寡肽痘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5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青春雪肌焕亮套组-
MG·SCF青春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富贵肩舒宝养护套-富贵肩舒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富贵肩舒宝养护套-富贵肩舒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富贵肩舒宝养护套-富贵肩舒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润明眸套组-
MG·SCF舒润明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1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润明眸套组-
MG·SCF舒润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润明眸套组-
MG·SCF舒润明眸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贝娜斯氨基酸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肯元素 女皇玉肌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4 广州肯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天然强韧发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8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MG·SCF金箔焕彩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2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MG·SCF修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3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MG·SCF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3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润明眸套组-
MG·SCF舒润明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3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润明眸套组-
MG·SCF舒润明眸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茗萃艾草原液去屑洗发乳（多效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39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美汇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菁纯无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4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活力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菁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5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水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7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积雪草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积雪草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积雪草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iTO磁性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磁性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磁性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莉周 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0997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石室翁调理师节气尊享套（水源液+根
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0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TO 夜光流荧12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 夜光流荧12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 夜光流荧12色眼影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会员节气尊享套(百原芭茵液+
安原芭茵液+吉原芭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0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皇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11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顺养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12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皇氨基酸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13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冬虫夏草水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1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冬虫夏草匀净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2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蒂康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冬虫夏草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6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调理师节气尊享套（百和草本液+
安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2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氧气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氧气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氧气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4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主角魅黑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4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水中玫瑰精绘细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索妮欧氨基酸净透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氨基酸净透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氨基酸净透保湿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主角酷黑自然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MUVU晴采纤长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59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MUVU魅眼迷眸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嫔婷富勒烯胎盘素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富勒烯胎盘素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富勒烯胎盘素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U纤细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2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胎盘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胎盘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富勒烯胎盘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U丝滑酷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索妮欧鱼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鱼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鱼子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氨基酸氧气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6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迪诗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ZLAN美植兰烟酰胺山茶籽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8
广州市凯诗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汇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舒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美颜柔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金箔奢宠冻龄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清透莹润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光感亮颜嫩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汇水漾焕活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嫔婷燕窝臻耀美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燕窝臻耀美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燕窝臻耀美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月夜娇颜美眼套组-娇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清润补水套组-水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清润补水套组-水凝精华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清润补水套组-水凝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理肤修颜套组-理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1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娇颜美眼套组-娇颜明眸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2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清润补水套组-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2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清润补水套组-水凝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2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理肤修颜套组-理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2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娇颜美眼套组-娇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理肤修颜套组-理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星月夜理肤修颜套组-理肤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束菲儿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臻彩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臻彩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臻彩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夜娇颜美眼套组-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润鑫诗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叶黄素臻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草本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草本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草本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茹美舒润套-茹美畅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水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植萃畅爽套-畅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舒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修护安肤
套组-DB·SCF修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泉美畅舒乐养护套-畅净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BEINA樱贝娜富硒玫瑰多肽焕颜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BEINA樱贝娜富硒玫瑰多肽焕颜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BEINA樱贝娜富硒玫瑰多肽焕颜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O膜朵六胜肽黄金抗皱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4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蒂康雅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三宝畅护活力草本套-畅护活力草
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e Kylie嫩肤修容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0
广州华洲化妆品包装有限公
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保湿套组-
MG·SCF玫瑰润养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绿之道会员节气尊享套(水源液+根源液
+青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2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保湿套组-
MG·SCF玫瑰润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绿之道调理师节气尊享套(水源液+根源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4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保湿套组-
MG·SCF玫瑰保湿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保湿套组-
MG·SCF玫瑰保湿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悦活玫瑰保湿套组-
MG·SCF玫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肌密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09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肌密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10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路路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十方免洗手多效次氯酸钠防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惠十方免洗手多效次氯酸钠防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惠十方免洗手多效次氯酸钠防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苗塑堂轻感优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轻感优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轻感优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2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冬虫夏草水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40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核丝顿FN·SCF润泽保湿套组-FN·SCF
润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焕彩面颈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浓姜原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浓姜原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浓姜原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5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圣优悦活颜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58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老姜浓缩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老姜浓缩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老姜浓缩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圣优悦活颜润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2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保湿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保湿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尿酸保湿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植物精萃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4 广州鸿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淑妙青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淑妙青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淑妙青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悉臻肌修护组合臻肌修护晶粉+臻肌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2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毛孔洗澡深层洁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毛孔洗澡深层洁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毛孔洗澡深层洁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神韵崇臻修护臻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修护臻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修护臻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芊盈细润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芊盈细润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韵崇臻芊盈细润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宣颜微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29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俪人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兰颜多效美肌浓缩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34
广州黛斯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圣优悦活颜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64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幼颜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玫瑰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多肽修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5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芭葩 透皙洁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透皙洁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透皙洁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永生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永生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永生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398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鱼子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鱼子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鱼子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0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靓彩雪肌
套组-DB·SCF靓彩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27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EQIVE洋甘菊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39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张玉金 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4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也西冰川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49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温肌源植因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愈木灵草臻润补水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60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愈木灵草臻润补水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62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愈木灵草紧致润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64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云温泉小苍兰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65
广州唯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温肌源晶彩润泉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蒂兰奥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焕颜套组-水漾焕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7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焕颜套组-水漾焕颜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7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麦雅 动感拉丝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90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修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修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9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修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9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49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焕颜套组-水漾焕颜肌底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焕颜套组-水漾焕颜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焕颜套组-水漾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御龄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0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莉莎度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15
广州唯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冬虫夏草臻润水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4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肌活性多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5 广州肽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净透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净透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净透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晶果冻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VFAMOV歌凡慕悦颜光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29
北京山森兰泰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JIANGMEISU匠美塑复颜多肽修护冻干粉
组合复颜多肽修护冻干粉+复颜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31
广州匠美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彩虹冰爽清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彩虹冰爽清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彩虹冰爽清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丽莎玻尿酸臻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7 广州市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滋润清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滋润清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滋润清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诺姝冰川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56
广州锁颜时光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养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温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温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温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修护安肤
套组-DB·SCF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宝典黄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老姜艾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6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茉莉诗黛茉莉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73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梵姬雪润丝柔保湿隔离乳（温馨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74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梵姬雪润丝柔高光隔离乳（亮彩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76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bamila芭咪拉靓丽芯肌晶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80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蔓蔻烟酰胺亮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84
广州诗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诗悦香滑身体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86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弹润臻彩菁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蔻诗悦山茶籽香调亲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1592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草本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后尚水光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7
后华泫（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索妮欧沁凉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沁凉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沁凉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去屑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去屑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去屑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家控油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蔓蔻多肽紧致淡纹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29
广州诗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蔓蔻玻尿酸密集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31
广州诗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香兰妮氨基酸柔顺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662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SRS焕新密集养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1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魅女人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5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SRS焕新密集养肤精华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6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魅女人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7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SRS焕新密集养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79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魅女人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01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ZSRS赋活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02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瓷肌焕采莹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30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瓷肌赋活臻皙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31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舒畅活力套-舒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肌源修护套组-肌源修护活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8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木魅丝深润水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深润水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魅丝深润水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兰迪 光感无暇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3 广州韩秀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炫彩弹动慕斯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炫彩弹动慕斯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炫彩弹动慕斯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07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有Ta在晒后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11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有Ta在晒后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11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出云温泉小苍兰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16
广州唯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云温泉小苍兰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17
广州唯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润如花 愈木灵草臻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0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琦露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润如花 愈木灵草清肌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29
广州柯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薇脸金箔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草本精
华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植萃草本养护套组-植萃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活颜紧致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活颜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活颜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金箔紧致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金箔美雕套组-活颜紧致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煦赋活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1 广州肌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煦多效赋活修护精华液+肌煦蓝酮肽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2 广州肌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活色生香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蔻蔓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荟堂芦荟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金箔御龄
套组-DB·SCF金箔御龄植因液+DB·SCF
丝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轻盈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畅活净化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尚糸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 尚糸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 尚糸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MEET 尚糸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蜜黄金艾宝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81 广州圣萃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人主义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杰尔花秘玫萃鱼子酱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21993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洛兰迪 修护抗衰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0 广州韩秀科技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俏俏思密养护套组-植萃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月夜理肤修颜套组-理肤修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 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琦露臻爱霜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御龄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F老鳄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RAYI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1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美时光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46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茵丽肌玻尿酸保湿肌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47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茵丽肌净肌修护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48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茵丽肌滋润养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55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蜜丝CELLAMISS珂蜜丝负离子黑金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63
广州美肌极光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MoonsManor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1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onsManor青春赋活膜+青春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3 广州脸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迪娜香芬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4 广州法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活油A+
舒活油B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活油A+
舒活油B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热力密码养护套组-舒活油A+
舒活油B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修护滋养精华霜
（香水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85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茵丽肌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86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茵丽肌生物纤维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88
广州市蝶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蜗牛原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94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护臀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96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AESLAB 植萃清肌冻干粉+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97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CSFT即媞焕颜新生套-活性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098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22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密集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36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mila芭咪拉靓丽芯肌晶润隔离霜（清
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0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bamila芭咪拉靓丽芯肌晶润隔离霜（柔
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2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栋睫毛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3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玫柏荟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柏荟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柏荟酵母紧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 V型立体咬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7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花寇眼部焕采美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19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梵姬 雪润丝柔保湿隔离乳（淡雅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07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2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太阳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太阳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太阳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2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纤纤之语紧实经典套-草本紧
实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纤纤之语紧实经典套-草本紧
实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纤纤之语紧实经典套-草本紧
实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翳密龄雪肌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75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新之源尊贵礼盒清新
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94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新之源尊贵礼盒清新
净化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96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清新之源尊贵礼盒清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97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奈薇爾丽雾丽艳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29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TAITEYI青春定格多肽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23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ITEYI青春定格多肽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23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ITEYI青春定格多肽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23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VSCF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41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VSCF弹力提升冻干粉+弹力提升溶媒
液+弹力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52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眯眯眼修护柔光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80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GOVSCF童颜焕肤冻干粉+童颜焕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83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碧泉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85 广州凯碧泉贸易有限公司

亮肤泉亮肤臻皙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8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亮肤泉亮肤焕采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49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VSCF美颜靓肤冻干粉+美颜靓肤溶媒
液+美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04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弹嫩亮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30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SCF保湿润肤冻干粉+保湿润肤溶媒
液+保湿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37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YGIRIM桃花亮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41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菲妍雅金丝蛋白线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46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会员节气尊享套 (水源液+根源
液+青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5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雀灵牛油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56 广州枫宝贸易有限公司
花颜润HUAYANRUN多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5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66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强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69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冻干粉无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575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方酵授 欧洲松木养发营养原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13
汉方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茜茜薇妍 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44
广州市妍媚勒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仟花佰草蚕丝角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5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腰臀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腰臀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腰臀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舒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舒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舒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臻萃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臻萃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腹臀养护套-臻萃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持妆光泽定妆喷雾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7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持妆光泽定妆喷雾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8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茜茜薇妍 源生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83
广州市妍媚勒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视黄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693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VIEVDIED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1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美洛思莹润水光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41 广州创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奈斯恋清润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42
广州市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肤泉赋活臻皙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71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亮肤泉焕颜肌蜜养肤精华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82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亮肤泉焕颜肌蜜养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2786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侯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03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呈祥胶原肌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18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呈祥富勒烯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1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基元正鳄鱼油多效润养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花呈祥肌肽玉龄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4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G鳄鱼油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ESLAB修护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6 广州璞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呈祥肌肽玉龄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8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呈祥肌肽玉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29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G鳄鱼油祛痘修护套装鳄鱼油祛痘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3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G鳄鱼油祛痘修护套装鳄鱼油祛痘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38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多纷迪丝 优雅魅惑流沙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4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北欧森林套盒-北欧森林九色光韵
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52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歌清风一族塑型奇趣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53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肤村雪肌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64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侯人参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81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印良品水光亮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9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燕窝臻养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富勒烯奢养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89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多肽塑颜晶钻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0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寡肽富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0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VOOX樱花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13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27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花仙酵母细嫩莹润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40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因子能量海
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50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ng CAGNAT倾颜多效修护嫩肤冻干粉+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g CAGNAT倾颜多效修护嫩肤冻干粉+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g CAGNAT倾颜多效修护嫩肤冻干粉+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5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植萃清痘软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70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滋色恒效无瑕粉底液 MW1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7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芙妍水倍盈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78 广州米妍商贸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时光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91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古燕 茉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94 广州古燕实业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 水动力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2997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露兰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黛希尔 生物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11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 赋活肽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1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VDE 花漾柔雾腮红8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16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LIMARA-24K GOLD SERUM 金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2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MARA-24K GOLD SERUM 金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2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MARA-24K GOLD SERUM 金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2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 水泡泡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27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芊云奢宠玻尿酸润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60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轻雾感水唇釉407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7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笛乐妃凡士林滋养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8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蓓康宝宝艾草精华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089 广州贝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娇蔓雅水嫩美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103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莱竹深海鲟鱼子固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122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乐妃富勒烯多肽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15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芙丽Care+fully氨基酸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3271
汉方生物医药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根源堂胸部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29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笛乐妃复颜臻护安瓶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5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滋养烟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6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e皙约 红樱桃果萃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73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钥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82 广州市欣帕商贸有限公司
姿钥平衡抗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83 广州市欣帕商贸有限公司
姿钥肌底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84 广州市欣帕商贸有限公司
姿钥净澈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85 广州市欣帕商贸有限公司
Xiwang晳王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88 广州市皙王贸易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3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纤美养护套-温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米 原米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5 广州安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力源生姜汁调理焗油润发乳(滋润.亮
泽.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6
广州植物学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透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4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透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4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透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4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璐 肌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59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璐 肌密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60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璐 肌密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64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力源生姜汁萃取精华沐浴乳（补水.
滋养.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65
广州植物学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CND沙龙护理葡萄籽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7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牛油果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7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语馨 肌密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0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馨 肌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7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馨 肌密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0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语馨 肌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1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界知音多肽养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0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舒净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舒净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舒净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臀部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0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禾钰方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滋养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禾钰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璐 肌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8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水姿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19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养元依生舒养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0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清养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5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舒畅养护套-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茶树清肌净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2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灵动舒护套-灵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韵养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39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净化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净化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净化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肩颈舒润套-草本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呈祥金盏花敛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4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头部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秀堂臻美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2
广州市晋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谦秀堂舒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4
广州市晋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草本温润滋养套-温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谦秀堂清润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7
广州市晋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丝依贝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68 广州瑞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力源生姜汁健发平衡洗发露（顺滑.
轻柔.强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71
广州植物学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欺雪玉竹桃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72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欺雪草本净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74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美人玉韵美舒养草本套装-玉韵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577
蕙美人（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成美业植物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赋活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精华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通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5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舒润提升面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舒润提升面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黄金舒润提升面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花仙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50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LVORME富勒烯燕窝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51 广州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诗颜缇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思诗颜缇莹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ISLΛPN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63
广州市尚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宜氨基酸柔顺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69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舒缓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80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水润轻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82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缇菲烟酰胺滢透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8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烟酰胺滢透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8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烟酰胺滢透血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8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9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9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9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宜氨基酸补水滋养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369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0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莹润新肌限量礼盒套装（石斛）
-石斛润透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力源生姜汁健发平衡洗发露（祛屑.
轻爽.强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26
广州植物学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君范男士清爽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30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奢姿玉颜多肽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3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馨 肌密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35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力源生姜汁健发平衡洗发露（控油.
清爽.强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792
广州植物学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塔爾草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01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修阁植萃舒护草本套-植萃舒护草本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 APE大头猿蓬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27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活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活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成美业植物活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特丝芬凡士林保湿倍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44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4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4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4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DE 花漾柔雾腮红8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50 广州媄丽说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天源牛奶固态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59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植萃液1号+佰俪媛植萃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植萃液1号+佰俪媛植萃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植萃液1号+佰俪媛植萃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舒缓修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芳薰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芳薰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堉康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芳薰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MONSHA燕窝多肽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69
广州医蔓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VELOVE银璨皙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80 广州洛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小仙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885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芙草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19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23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焕彩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28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S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2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白芙草多肽能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36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集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41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亮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45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多肽修护冻干粉+透明质酸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46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多肽能量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47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金箔凝时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S07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钻天使MG·SCF舒缓修护套组-
MG·SCF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白芙草甘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7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鱼子酱多肽蛋白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5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芙草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61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多效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62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轻薄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6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轻薄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6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轻薄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6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2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3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4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7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白芙草美颜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78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晶润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0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G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儒酵酵素补水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补水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补水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MG·SCF金箔凝时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白芙草肌底红润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7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丽缇烟酰胺焕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89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S08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9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钻天使MG·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MG·SCF金箔焕彩植因液+MG·SCF丝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金箔凝时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399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G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芙草美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2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核丝顿FN·SCF金箔凝时焕彩套组-
FN·SCF金箔凝时植因液+FN·SCF丝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代安娜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4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安娜奢宠凝肌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5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安娜水漾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安娜奢宠凝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7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代安娜水漾凝肌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0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Ⅰ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1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滋色玩色小眼影B12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1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秘归源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2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优肌源控痘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控痘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控痘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痘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痘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痘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油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油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控油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茶多酚莹润焕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茶多酚莹润焕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茶多酚莹润焕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3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妝印富勒烯水光赋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3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碧萝芷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碧萝芷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韵美草本养护套-活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干性肌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干性肌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芙草焕彩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6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植物原液滋养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植物原液滋养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芙草弹力蛋白眼部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89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百合花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百合花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0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肤村雪肌净颜调膜液+ 雪肌净颜面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09 广州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如逆时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26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瑾如逆龄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38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EMONSHA鱼子酱密集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47
广州医蔓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如新氧润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51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汇美嘉类人胶原蛋白肽青春赋活组合-
类人胶原蛋白肽青春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6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花青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7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花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7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博花青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8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嘉类人胶原蛋白肽青春赋活组合-
类人胶原蛋白青春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8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宛童泽兰草本逆龄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4192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LANDE欧澜德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明眸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41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免洗凝胶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5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免洗凝胶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5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森姬丽免洗凝胶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5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恒效无瑕粉底液 MW2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5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G35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61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G35臻颜鲜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71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尚美品透明质酸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84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RU益母草乳宝植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90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品格随意塑型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298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沐梵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11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1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按摩凝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1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 多重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17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养肤肌
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1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养颜嫩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格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TALA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OTALA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OTALA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OTALA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嫩肤素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2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薇尔草本靓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4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调衡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44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采微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48 广州芙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依生密语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53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密热敷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6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麦木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6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希尔肌素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362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沉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432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DILEFEI笛乐妃樱桃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44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EFEI笛乐妃紫苏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45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EFEI笛乐妃参花舒缓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45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韵诗氨基酸活氧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0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HI研诗魅惑丝绒口红-番茄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20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洋甘菊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23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甄霓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26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甄霓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33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贝萌鸡氨基酸儿童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49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5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5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IVAN天然小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53 广州花懿嬛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69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持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7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明眸修护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72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多效明眸紧致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74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水漾净透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75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79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富勒烯挚爱时光奢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87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璐 肌密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90 广州久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金箔御龄
套组-DB·SCF金箔御龄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59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r.Lee蒲公英·德尔丽芊柔妧能赋活套
装-妧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蒲公英·德尔丽芊柔妧能赋活套
装-妧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Lee蒲公英·德尔丽芊柔妧能赋活套
装-妧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 IN SKY富勒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08
广州谷子科技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发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13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贝萌鸡氨基酸儿童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17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派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1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心美 寡肽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20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HUAYANRUN肌源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2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几红 艾叶亮颜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32 广州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麦木子水动力补水套冰氧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3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木子水动力补水套动力保湿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3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木子水动力补水套动力醒肤啫喱膜+
冰氧水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3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萌鸡氨基酸儿童皴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46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植物草本养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4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净肤祛痘套净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蓝莓养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蓝莓养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蓝莓养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柠檬养肤水合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柠檬养肤水合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柠檬养肤水合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红酒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红酒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红酒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葡萄籽养肤肌
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葡萄籽养肤肌
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葡萄籽养肤肌
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香草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香草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酵母菌果酒养肤套香草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烟酰胺养颜嫩肤套烟酰胺嫩肤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7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喷兽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喷兽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喷兽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多肽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7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8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红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699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黄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00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蓝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01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绿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02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蒙娜丽香紫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03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呵您舒脚部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10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呵您舒草本泡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13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呵您舒美韵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14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呵您舒能量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16
广州美透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美免洗洗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免洗洗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免洗洗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堂免洗手护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7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8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泡泡有氧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29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30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颐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颐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颐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朵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746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凯色一见倾心口红 #203复古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4838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花宜慕水凝胶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867 华医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颜佳宜紧致抚皱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882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88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COND FACE平衡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893
广州华太健康管理服务有限
公司

可芙丽Care+fully角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02
汉方生物医药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天茵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2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茵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2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茵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2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皙颜泉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24 广州明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香氛嫩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3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天然植物深度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40 广州明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55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腿部肌肤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56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归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57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静思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58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水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60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小颜山茶花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64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67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fire爱火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70
广州市蕊丽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兰歌香水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497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清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0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清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0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娜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07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 焕颜玉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22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艾叶温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23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水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26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词金盏花水嫩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4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咖啡因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咖啡因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咖啡因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 凝润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70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72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 肌底水润调衡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73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 焕颜沁润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78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原生印记舒缓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82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白芙草蜗牛美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86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美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88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90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MENNTAH Маски-долькик
оллагеновыедлякож
ивокругглазскорал
ломидревеснымугле
м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NNTAH Маски-долькик
оллагеновыедлякож
ивокругглазскорал
ломидревеснымугле
м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ENNTAH Маски-долькик
оллагеновыедлякож
ивокругглазскорал
ломидревеснымугле
м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9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蓝氏伽蓝本草 川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098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蕾焕亮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01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 富勒烯焕颜补水红包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0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蕾六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09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亮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15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六胜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16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细致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17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六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2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六肽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2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六肽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2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六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2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麦葡聚滑泉肽双黄金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29
广州美度优美精准美容技术
有限公司

原生印记舒缓赋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33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奥贝诗六肽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3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芝清净痘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4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生印记舒缓安肌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43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瑾蕾焕亮润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46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土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63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新彩洋甘菊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77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洋甘菊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77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丽新彩洋甘菊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77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茯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79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珰珂珍珠恒颜奢润养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恒颜奢润养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珰珂珍珠恒颜奢润养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卡姿洋甘菊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姬色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6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姬色水润亮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8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姬色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8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生印记舒缓安肌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93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韵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199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透骨草红花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01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肩颈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02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红花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03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透骨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04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翎美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1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1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1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KSK花青素弹润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花青素弹润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花青素弹润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松线雕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线雕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线雕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原生印记舒缓赋活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279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梦若黛 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霄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霄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霄轻盈秀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多肽安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11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shenbang膜神榜天姿玉容调膜液+天
姿玉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14 广州膜神榜化妆品有限公司

MQII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神经酰胺修护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柔派男士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27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芙草美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38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宣养清新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40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38℃真爱密码套组-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48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YAL COLLEGE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56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百翎美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6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6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6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卓酷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66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38℃春暖花开套组-舒缓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78
广州合晶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芙草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79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YAL COLLEGE红石榴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80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木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82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臀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86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翎美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若黛 肌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肌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肌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3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翎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净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09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柠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14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宣妙语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31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34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原生印记舒缓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37
诗诺瑞（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腿部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38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翎美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JUN BIRD俊鸟水润粉底液（150#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52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4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妝印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0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0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0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老姜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18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肌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19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ICSKIN UNICCOLLAGEN VOLUME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UNICSKIN UNICCOLLAGEN VOLUME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UNICSKIN UNICCOLLAGEN VOLUME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UNICSKIN UNICCOLLAGEN FLA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UNICSKIN UNICCOLLAGEN FLA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UNICSKIN UNICCOLLAGEN FLASH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Nancy Beauty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Nancy Beauty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Nancy Beauty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2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3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鲜活亮采红石榴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3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肌源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4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筱彦紫靓肤美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51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 焕颜玉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53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 焕颜水光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5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 沁润按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65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无韵诗三合一净透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68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涂抹式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7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IURU葛根乳宝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599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ULA FANNY肌底活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15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 FANNY肌底活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15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 FANNY肌底活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15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 FANNY肌底活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15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24k黄金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1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ULAFANNY奢妍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22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FANNY奢妍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22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FANNY奢妍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22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LAFANNY奢妍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22 广州集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姿研肌滋润身体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31 广州锐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W焕活青春紧颜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34
缔至美（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苏玫氏头发纤维喷雾（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35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玫氏头发纤维喷雾（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37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黛希尔富勒烯弹紧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49
医束药妆细胞生物研究（广
州）有限公司

IURU纤连蛋白乳宝冻干粉套盒-纤连蛋
白乳宝冻干粉+乳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66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嘉美清爽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6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清爽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6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清爽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6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如睛莹提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74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不老之匙-紧致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75 广州思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贵妇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79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庄园茶树清肌净透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86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BEAUTY植物美肌沁润保湿亮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91 广州天唯控股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修护套盒-活性蓝铜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93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VCHLOE丽芙蔻丝滑净透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569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修护套盒-活性多肽
修护冻干粉+活性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04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魅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13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avind康歌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ravind康歌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ravind康歌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芝清亲肌润透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2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亲肌润透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2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亲肌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3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亲肌润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3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亲肌润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3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红润奇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3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修护套盒-活性多肽
美颜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45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俪媛伊娜紧致秀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伊娜紧致秀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佰俪媛伊娜紧致秀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暨美暨梵尼美肽修护组合-美肽冻干粉+
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65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OSPHENE弗斯佩恩高定系列柔雾缎彩
唇膏挚爱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67
广州梵臣季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奢华套盒-活性
多肽透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80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木兰亮颜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781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吴大嫂燕窝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3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燕窝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3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燕窝养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3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修护套盒-活性美颜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0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终身美丽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终身美丽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终身美丽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奢华套盒-活性
多肽贵妇抗衰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4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奢宠至尊眼部套-蓝铜修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48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色丝柔持妆粉底液 MC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蝴蝶秀养护紧致套精华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丝柔持妆粉底液 MC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7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奢华套盒-活性
多肽名媛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73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美颜靓丽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5880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lQueen蔻王妃量子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05
广州市蔻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仕提雅奢宠至尊眼部套-眼部修护露+
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07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D2洁面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2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3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08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3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10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3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11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4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金箔体验套组-
FN·SCF润泽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5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21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5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20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6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雾感丝绒唇膏915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6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楮留香高分子蛋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80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ruka  CLARITY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aruka  CLARITY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Haruka  CLARITY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凝时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5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翎美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百翎美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599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护草本套-畅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畅悠草本套-畅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烟酰胺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烟酰胺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烟酰胺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奢华套盒-活性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4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奢华套盒-活性
多肽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5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派俐康草本舒缓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派俐康草本舒缓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派俐康草本舒缓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木兰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6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灵动活力套-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龙骨草本套-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木兰沁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4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舒爽草本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密集修护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密集修护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密集修护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韵源草本套-韵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玉韵草本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幸福之源草本套-幸福之源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木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61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青春定格燕窝锁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青春定格燕窝锁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青春定格燕窝锁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颜传奇逆龄多肽冻干粉+逆龄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83 广州暨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芸羽焕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084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焕颜净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00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焕颜净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05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焕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19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24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皙木兰莹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26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木兰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27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伦恩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31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木兰亮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37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木兰焕肤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43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润泽保湿
套组-DB·SCF润泽保湿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4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姜华堂姜粒滋养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56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茵媺 小麦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62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活颜弹润紧
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6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活颜紧致植
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活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6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活颜紧致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7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水漾保湿菁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7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水漾焕颜植
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7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活颜润养啫
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7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水漾焕颜植
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7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肌源修护菁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肌源多效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肌源修护植
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水漾焕颜肌
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温肌源水漾肌源美雕体验套金箔紧致植
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植倾颜赋活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倾颜赋活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倾颜赋活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倾颜赋活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蘭芸羽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199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舒缓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00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anGD安柔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0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ANGELARED安琪之谜臻柔魅色口红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31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凯缇蔻极光冻龄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38 广州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4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4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佳颜多肽冻干粉+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67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贝诗牛油果优能水+牛油果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6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佳颜雪颜冻干粉+雪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0
广州雪佳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初龄精华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初龄精华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量粒初龄精华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滚
珠按摩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滚
珠按摩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滚
珠按摩修护发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走
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走
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走
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芸羽奢华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79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虾青素抗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虾青素抗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虾青素抗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燕麦肽洗沐护发四件套 黄
金燕麦肽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五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6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蘭芸羽焕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89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91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95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296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奢华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16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18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甄霓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3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5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蘭芸羽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6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妆研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OTHEBEST奥贝丝雅致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0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妆研生烟酰胺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烟酰胺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烟酰胺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蓝铜肽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蓝铜肽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蓝铜肽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梵娜烟酰胺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烟酰胺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烟酰胺焕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兰素秀奢润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胎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364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理氏皙润遮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05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蒲露迪思1690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0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欧美蔓 净化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16 广州网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璀璨六边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1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GoSk胶原蛋白肽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20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AMUN LISA马油专用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马油专用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舒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舒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2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THEBEST奥贝丝雅致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30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37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39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42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44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45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GO红石榴透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47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51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H蓝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62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6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 鞣花酸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6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有椰滋养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73 广州品六实业有限公司
颜来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7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木兰清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76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corry CACORRY COLLAG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acorry CACORRY COLLAG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cacorry CACORRY COLLAGEN EYE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妆研生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9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奥贝诗牛油果优能精华液+牛油果储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49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何首乌去屑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11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梦中邂逅丝滑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17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LlinXi玫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18
广州梅林希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2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iLlinXi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30
广州梅林希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亚玛丽 富勒烯冰爽冻龄补水微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33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德克林娜梦中邂逅丝滑香水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41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研生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蔻丽嘉红石榴鲜肌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65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旺旺婴童三合一洗发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82 广东夯虎科技有限公司

HS.锦鱼子多肽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90
广州海生细胞肽基因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高清光感双头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9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王的女儿玫瑰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9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大王的女儿玫瑰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9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大王的女儿玫瑰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59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奥贝诗奶昔蛋白精华水+椰奶蛋白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0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1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1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1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科芝 蕴亮沁肌瞬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60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 智萃凝嫣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662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芝蕴亮沁肌滢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33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幽草海洋芭莎海藻精华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35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芝 智萃凝嫣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79 广州科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幽草深海黄金鱼子精华亮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80
广州初见心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木兰莹润舒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82
广州市皙木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朵一苞蜂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85 广州欣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嘉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86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净颜焕彩温和滋养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净颜焕彩温和滋养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氨基酸净颜焕彩温和滋养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67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活氧离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01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君姿兰缇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02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姿兰缇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02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姿兰缇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02 广州捷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婴儿蚕丝面膜  NO:K1149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26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婷多肽酵母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28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草本紧致活力套-草本紧致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婷多肽酵母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45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婷多肽酵母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47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5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妍蒲公英提亮焕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62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HUAYANRUN肌源青春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86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llQueen蔻王妃小鲜瓶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04
广州市蔻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肤之妍奢宠深层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09 广州仟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妍凝润修护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11 广州仟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沙诺丽诺丽果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1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活泉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1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多肽紧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42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钱钱的魔法口袋青春定格修颜套青春定
格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53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eiLlinXi玫瑰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54
广州梅林希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婵萱植萃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9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妍凝时润肌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6996 广州仟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妍冰菊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17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肤泉多肽美肌多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21 广州韩肤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ANGELARED氨基酸洁面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33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RR莹润亮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43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慕烨嫩肤亮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4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MIAO亮肤养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亮肤养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亮肤养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名芮海洋之谜多效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3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男士火山泥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男士火山泥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男士火山泥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8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慕烨水光精雕嫩肤冻干粉+水光精雕复
合溶媒+水光精雕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79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珀美平衡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81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魅妍肌康颜舒缓美肤面膜（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93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水草坊Lifherb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97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肌现山羊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9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山羊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9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山羊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09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ANGELARED安琪之谜水嫩亮采手霜组合-
樱花亮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11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慕烨亮颜瓷肌嫩肤冻干粉+亮颜瓷肌嫩
肤溶媒+亮颜瓷肌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1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莘美寡肽美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19 广州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海洋冰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2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海洋冰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2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海洋冰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20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慕烨安肌调肤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22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丛林传说精灵之吻系列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26
广州市慢慢生活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茵妆氨基酸水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3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多肽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多肽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多肽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24K黄金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4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盈润雅亮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46 广州宝滋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烨维密三型抗皱冻干粉+维密三型复
合溶媒+维密三型复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4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孔雀石清调套盒--迷迭香清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5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憧琛堂大硒洋玻尿酸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2 广州硒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MIAO舒缓水润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舒缓水润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舒缓水润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积雪草去痘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积雪草去痘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积雪草去痘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6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华堂姜汁滋养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73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LOHON 鲁鸿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HON 鲁鸿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HON 鲁鸿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烨调肤嫩颜复合冻干粉+调肤嫩颜复
合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8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蘭芸羽焕颜净肤光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92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光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197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昌·纯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 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竹林寡肽胶原蛋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05
广州市万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玻璃肌管家套盒-活性多肽贵
妇维C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14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dsend爱之谛挑逗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挑逗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挑逗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洋甘菊面部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洋甘菊面部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洋甘菊面部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 悦肌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36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 费尔菲斯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Godsend爱之谛蔚蓝冰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蔚蓝冰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蔚蓝冰点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黑色经典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黑色经典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黑色经典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璀璨星空闪亮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1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碎钻闪亮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养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5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K 丝素多元蛋白活性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 丝素多元蛋白活性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 丝素多元蛋白活性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25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小丑鱼持妆三角菱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3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氨基酸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5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精致浓黑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5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寡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66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EVOO婕芙氨基酸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氨基酸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氨基酸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Godsend爱之谛心相印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心相印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心相印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玳娅水光焕颜润肤组合-纤玳娅水光
焕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0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舞动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舞动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舞动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炫彩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炫彩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炫彩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男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之菡水漾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6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月光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型日记头发顺滑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91 广州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之菡水漾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393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Godsend爱之谛最爱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anGD安柔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09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漂亮蜜语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16
广州封神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龄宝藏简龄青春组合-简龄青春抗皱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17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简龄青春组合-简龄青春紧致
粉+简龄青春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19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青春赋活组合-青春赋活嫩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2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青春赋活组合-青春赋活紧致
粉+青春赋活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2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维尔兰紧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26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源叶集乳霜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31
广州佰恩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维尔兰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34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法珀美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41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SG洋甘菊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4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歌澜芳樟精油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50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嘉胶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55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肌肤之谜肌底清透隔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56 广州露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ELARED安琪之谜水嫩亮采手霜组合-
牛奶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57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魅妍肌康颜舒缓美肤面膜（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60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美幻雅男士水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6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享之谜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71
广州尊之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FININ清痘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72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FININ臻亮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73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GELARED水漾靓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74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INFININ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79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美婷辅酶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辅酶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辅酶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小分子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小分子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小分子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童颜修护组合-童颜修护净颜
粉+童颜修护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8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童颜修护组合-童颜修护莹润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9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93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MANPU黛曼普纵情丝滑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749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5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5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5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多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507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龄宝藏焕颜美肌组合-焕颜美肌亮颜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50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婖多效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多效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多效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诗悦白藜芦醇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20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烟酰胺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烟酰胺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烟酰胺雪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焕颜美肌组合-焕颜美肌透亮
粉+焕颜美肌透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2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孔雀石清调套盒--孔雀石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3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固色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3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3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植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雅欣草本植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雅欣草本植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简龄宝藏肌肤源动力组合-源动力水润
粉+源动力水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肌肤源动力组合-源动力补水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和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45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濡如意意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焕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50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秘滋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5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亿婖光感无暇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光感无暇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婖光感无暇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UCANBE FRUIT PIE FILLING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5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UCANBE Pretty All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6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时光筑颜组合-时光筑颜美效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67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3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8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All Things Mom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8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All Things Mom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8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All Things Mom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8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1浅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9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5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9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2茶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9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秘温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69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秘高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0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简龄宝藏时光筑颜组合-简龄时光筑颜
粉+简龄时光筑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0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高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0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1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温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2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云之菡水漾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25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顺奇基羊绒脂·保湿滋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3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吾之月烟酰胺羊奶柔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32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泊尔玻尿酸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33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水光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35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芦荟鲜补水倍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37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元清肽金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43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怡元清 量子肽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44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45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47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元清三草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49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6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63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64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元清SOD黄金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69 广州三草科技有限公司

艺雪荟小天鹅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7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艺雪荟小天鹅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7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艺雪荟小天鹅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7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藏之源藏秘本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7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艾恋胡萝卜素千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8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高倩孔雀石清调套盒--孔雀石清调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9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欧莲娜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
多效修护冻干粉+植物萃取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798
广州欧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莲娜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组-左旋
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01
广州欧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之源藏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0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肥圆圆氨基酸活氧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07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自然之色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1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优肌源净肌舒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舒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净肌舒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嫩轻奢净肤套净肤原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3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轻奢净肤套净肤原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4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轻奢净肤套净肤原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5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轻奢净肤套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7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流沙幻采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流沙幻采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流沙幻采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ABAO EYE MASK SNAIL MUCIN AND 
JASMINE FLOWER 蜗牛茉莉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4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NABAO EYE MASK SNAIL MUCIN AND 
JASMINE FLOWER 蜗牛茉莉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4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NABAO EYE MASK SNAIL MUCIN AND 
JASMINE FLOWER 蜗牛茉莉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4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IMAGIC HIGHLGHT BLUSH CONTOUR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6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净透焕颜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2786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校花秘语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00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妮曼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妮曼皙肤术生物护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0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玫瑰面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1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皙雅寡肽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16 广州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芸羽焕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19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蘭芸羽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25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欧兰荟水漾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水漾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水漾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净透焕采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净透焕采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净透焕采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舒爽水润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舒爽水润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舒爽水润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辰柚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75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妍晶彩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7989
广州市醒目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品珍珠蛋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02 广州艺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06 广州韩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约会祛痘透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53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玳蓝美秀老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老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老姜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艾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艾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艾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贝诗亮肤舒颜慕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083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鲜花模样原生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53
广州鲜花庄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黛芙霖透明质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66 广州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シングル　アイシャドウ　
Z5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思塔多变丰盈防水睫毛膏（配方升
级）

粤G妆网备字2020028180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玳娅水光焕颜润肤组合-纤玳娅水光
焕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11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颜   鱼子贵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16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尔乐芦荟润肤免洗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1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 Siling露丝·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3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嫩肤冰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嫩肤冰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嫩肤冰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青春锁颜绷带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青春锁颜绷带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青春锁颜绷带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潮妆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3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诗妲特莹润雪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49 广州天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皙雅 富勒烯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65 广州皙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轻盈水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6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轻盈水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6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轻盈水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6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清透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清透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瓷肌冰爽清透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极光奢华鎏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祺致美清透水润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04 广州美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盈持妆粉饼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1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春堂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17
广州美美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奇宝婴幼儿热痱粉（金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18
广州市哈罗闪母婴用品有限
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2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盈持妆粉饼02自然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29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COMO格蒙轻盈持妆粉饼03象牙色（珠
光）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30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仟颜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37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黛仟颜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38
广州康颜氏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么么无瑕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2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元秀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3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魅影焕彩口红520#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8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幻彩修颜无暇轻透妆前乳（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 魅影焕彩口红52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62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芮樱 清爽祛屑洗发水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63
广州舒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女纤寻清盈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66 广州纤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 魅影焕彩口红52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67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英菲蘭朵 魅影焕彩口红52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1 广州品态然贸易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么么魔力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77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光感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397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光感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07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之素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1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芳丽美肌亮肤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1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旋精油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26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丝旋精油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29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3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旋精油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32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娅春堂冻干球+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7
广州美美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歌特硬清香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4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4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原提亮保湿多效滋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58 广州良点贸易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鲟鱼子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81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古茜植萃莹亮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8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SǔkGarden 蔬果园茶香泡泡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87 广东丹萌科技有限公司
黛诺美 星惑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8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天空之镜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1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水平衡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水平衡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水平衡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秘焕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青春靓颜补水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4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ノーズ　コントゥア　パレッ
ト　Z200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ノーズ　コントゥア　パレッ
ト　Z200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ノーズ　コントゥア　パレッ
ト　Z200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アイシャドウ　デュオ　Z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之素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F3DEYES紧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16 广州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F3DEYES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18 广州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方草本赋方草本明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2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6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YHB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B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B焕肤鲑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コントゥア　Z1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コントゥア　Z1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コントゥア　Z1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歌陶醉香型喷雾特硬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0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2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3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4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5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6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ハイライター　
Z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ハイライター　
Z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フェイス　ハイライター　
Z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艾蕾妮 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38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1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2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チークカラー　ブラッシュ　
Z303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6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5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ソフトマット　ブラッシュ　
Z304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UZU CBB生姜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55
广州俏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道康舒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7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春堂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75
广州美美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美塑彦艾地多酚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79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北国雪珍五味子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81 广州玻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YENCHOR水感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84 广州妍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植物蛋白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5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充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充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充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补水冰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补水冰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蓝睡莲萃取补水冰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强力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11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深海鱼子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1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洛诗富勒烯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24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洛诗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27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然赞当归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28 广州赞顺商贸有限公司
卡洛诗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29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剪姿塑颜定制冻干粉+塑颜定制基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47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婰微纳修护冻干粉+微纳修护基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49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ANBE 40 COLOR SPOTLIGHT MAKEUP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53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金澳雅小苍兰水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54 广州花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熊宝宝爆奶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57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水草坊Lifherb新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58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臻姿柔玫瑰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6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港蒂亲肤之谜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61
港蒂（广州）医疗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璀璨闪耀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64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莲娜痘痘净缓修护冻干粉套组-焕颜
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67
广州欧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姿柔芦荟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6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esxec唯美拉花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8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澳雅植萃控油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688 广州花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臻颜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臻颜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臻颜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光彩净透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光彩净透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光彩净透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复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复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复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紧颜润透凝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紧颜润透凝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舒友阁雪妍美白祛斑套-天选精萃
紧颜润透凝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石墨烯亮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7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芙妮无硅油生姜洗护套装 娜芙妮无
硅油生姜丰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01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润肤搓泥宝啫喱（牛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06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卓酷润肤搓泥宝啫喱（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13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YUNXUESHA云雪莎多肽精华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1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爽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 莹润靓肤焕颜珍珠胶囊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33
广州谜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红景天调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0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红景天调肤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0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芸汐沙漠蔷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6 广州娇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激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激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婷烟酰胺激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4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浪漫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浪漫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浪漫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品懒人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877 广州艺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亮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2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亮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2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亮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2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亮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2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泊尔净透润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28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紧致润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51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仁和晚安焕颜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仁和晚安焕颜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仁和晚安焕颜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米本草淘米水原浆净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5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白芙草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69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美物语乳酸菌舒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7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七美物语乳酸菌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72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歌澜芳樟精油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94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BELLA净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8995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肌密焕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02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优姿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082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雪净妍焕颜水活精华液+雪净妍焕颜醒
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0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水活精华液+雪净妍焕颜醒
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0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水活精华液+雪净妍焕颜醒
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0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焕颜水活精华液+雪净妍焕颜醒
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0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人颜     富勒烯童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22 广州步尘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洛菲玫瑰之恋家居水氧保湿专用套—
玫瑰滋润嫩肤乳+玫瑰鲜花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30 广州宸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云朵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3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洛菲玫瑰之恋家居水氧保湿专用套—
玫瑰鲜花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42 广州宸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璐莉水润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49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ELSEA 
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5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ELSEA 
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5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ELSEA 
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5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6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6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6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ANGING OF THE 
GUARDS）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7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ANGING OF THE 
GUARDS）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7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HANGING OF THE 
GUARDS）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7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套盒欧兰荟鱼子
酱焕采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芳丽净颜无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芝传补水玫瑰雪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6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8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9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之素珍珠光感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19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UCANBE18色烟粉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1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MINT HERB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MINT HERB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MINT HERB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UILTY PLEASURE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UILTY PLEASURE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UILTY PLEASURE ）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芙妮无硅油生姜洗护套装 娜芙妮无
硅油生姜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07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滋养舒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顿·肯妮奇肌结晶膜粉（加强型）+
调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20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4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4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4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田溢梦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47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法艾蕾妮 石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78 广州美锴贸易有限公司
APPTI ROSA RUGOSA FIRM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ROSA RUGOSA FIRM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ROSA RUGOSA FIRM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FZA滋养舒畅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29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玉雪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沁雪焕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2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净雪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6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净雪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7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净雪能量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48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75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瑞妮朵拉奇肌结晶膜粉(加强型）+调和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379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FININ臻采深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05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洋溢生高机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1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莹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1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素颜女神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17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肌透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1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祛痘苦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2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素颜女神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2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素颜女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2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2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尚和祈龙骨舒护套-龙骨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38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龙骨舒护套-龙骨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42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龙骨舒护套-龙骨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46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ELARED安琪之谜水嫩亮采手霜组合-
牛油果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48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伸筋草修护套-伸筋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49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伸筋草修护套-伸筋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51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爱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0 广州爱巢婴幼用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肩颈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植萃活力套-植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致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致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致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植萃舒护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美妍芊姿紧致草本套-草本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魅韵草本养护套-魅韵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植萃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植萃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植萃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玉塑玉茹养护套-玉茹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茹润养护套-茹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草本舒缓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舒活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胸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肩颈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活力韵养套活力韵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臀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腹部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魅力盈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魅力盈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魅力盈韵套魅力盈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臻美韵养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净净化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2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肩颈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旋精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7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肩颈舒缓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温护润养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滋韵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滋韵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滋韵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臀部净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臀部净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臀部净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背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韵蜜胶原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韵蜜胶原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护臀滋韵养护套-韵蜜胶原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腿部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腿部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腿部舒缓按摩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草本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草本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ASSIE VIRGIN草本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缔腿部净畅温护套-草本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养优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4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黄金鱼子焕颜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5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臻美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臻美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臻美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紧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紧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紧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韵源紧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韵源紧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香谛韵源紧俏套韵源紧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欺雪雪肌净颜美肌套-欺雪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42 广州文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妍天使青春奢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45
广州宸欣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薏漾神经酰胺多效修护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62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美誌清净养护套-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 双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6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我的男友水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72 广州树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善世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善世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善世养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姿纯 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86 广州唯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臀部养护套-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颈部温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04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法灵芳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鬓堂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元草本养发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颈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36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浓蓓儿 凝时紧致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浓蓓儿 凝时紧致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浓蓓儿 凝时紧致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4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腰部温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48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5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颈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51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极光之净奢宠紧致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0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酷润肤搓泥宝啫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7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透骨草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69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STARRY)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STARRY)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STARRY)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5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SILVER LILAC)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SILVER LILAC)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SILVER LILAC)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花青素靓肤活颜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花青素靓肤活颜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花青素靓肤活颜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COOL TULIP)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OOL TULIP)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COOL TULIP)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OLDEN SUNSHIN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OLDEN SUNSHIN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GOLDEN SUNSHIN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生源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3
广州碧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ICE-SNOW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ICE-SNOW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ICE-SNOW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金箔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79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仙人掌精萃美肌冰爽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仙人掌精萃美肌冰爽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仙人掌精萃美肌冰爽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梅兰酒糟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1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DiTO小冰块眼影(MAGNETIC PLATIN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MAGNETIC PLATIN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MAGNETIC PLATINU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积雪草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积雪草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积雪草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2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婷多肽酵母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2
广州赫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套盒欧兰荟瓷肌莹亮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海藻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海藻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肌肤保养专家海藻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3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琪贝姿小分子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47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初樱美颜光感遮瑕云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5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良婷氨基酸植萃洗护套装-氨基酸植萃
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60 广州盛典商贸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皇家都派 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877 广州佳发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精华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修护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修护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草本修护液I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量子美肤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1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草本修护套 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TTER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2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TTER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2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TTER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2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由你富勒烯紧致焕颜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34
广州唯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柔多肽弹嫩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多肽弹嫩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多肽弹嫩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素颜童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49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50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小芈燕窝滋养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5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朵焕亮细闪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65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KIMUSE缪色 甜蜜心机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66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鲟鱼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67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白芳丽净肤修护生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8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宏碩美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碩美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时光水凝赋活套盒-时光水凝赋活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86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GEHEIMNIS肌秘凝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95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GEHEIMNIS肌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9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修护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2999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高光香氛滋润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00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六芯堂畅爽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畅爽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畅爽活力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GEHEIMNIS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0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隽美俪妆-依克多因修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11
广州隽美俪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JR火龙果花青素焕颜透润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13
吉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YAN 莜妍挚爱丝绒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14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瓷肌水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31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温韵草本套-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亲肤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亲肤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亲肤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肌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肌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肌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5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EHEIMNIS肌秘素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6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克多因舒缓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EHEIMNIS肌秘妍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63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焕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099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MIRROR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06
广州魔镜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柏肤焕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18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雅泉舒通颐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1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方古林杏 净雪焕能组合 玉雪能量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3 广州仟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逆素黑钥匙逆龄解密套盒焕颜美肤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5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套盒欧兰荟多肽雪
颜嫩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2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薇诗温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3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薇诗温润柔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37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B&C粉色爱恋亮肤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38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轻盈紧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薇诗温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B&C蓝色之恋亮肤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3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薇诗温润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美仙雅 玻尿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5 广州露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 沁润奢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7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薇诗温润修护冻干粉+娇薇诗温润保
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4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Fugu复谷康丝原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62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兰君韵颜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75 广州兰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高光香氛控油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179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承诺氨基酸植物蛋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23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悦来悦好  悦润保鲜粉亮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1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HNAPHIL施奈芙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JJR火龙果花青素多肽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30
吉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小仙生姜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3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小仙生姜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3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小仙生姜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3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MIRROR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41
广州魔镜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VLINGN玻尿酸水氧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4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生姜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48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佰姿源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5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5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晶彩焕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7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多肽眼部修护冻干粉+眼部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395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胸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AOYISI小忆丝水光养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5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水润奢养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水润奢养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水润奢养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俏丽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汝养芳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汝养芳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汝养芳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yte安语堂三重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41
广州市安语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然之诺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享水润修颜三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享水润修颜三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享水润修颜三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兮颜补水修护保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6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兮颜补水修护保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6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兮颜补水修护保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6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六旗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六旗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六旗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亮依依 滋润舒缓调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89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97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 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9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 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9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 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49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格蕾思蒂2号多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11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依依 补水保温调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22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泉琪QUQI LET BEAUTY BECOM LEGEND黄
金弹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48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RU韩汝空气感遮瑕乳01奶油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5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茜植萃莹亮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057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少年听雨臻金达人紧颜醒肤洁面乳（日
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14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宜道康舒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1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少年听雨臻金达人紧颜净澈洁面乳（晚
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17
广州珂纳偲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晟雅丽人舒活动力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2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滋润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2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雅丽人赋活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2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美塑彦赋活缓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31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奢妍之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39
广州奢品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NRU韩汝空气感遮瑕乳02奶油杏仁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63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广欧竹炭清香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66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格绿茶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71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神经酰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77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素颜女神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7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 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068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素颜水光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1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莹润骄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22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莹润焕颜保湿面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2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诗妮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妮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妮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水漾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水漾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水漾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7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yte安语堂玻色因红茶焕采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39
广州市安语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UXU闪耀星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闪耀星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闪耀星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DiTO小冰块眼影(ELECTRONIC NE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ELECTRONIC NE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ELECTRONIC NE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4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米本草淘米水原浆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6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6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6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6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逆素黑钥匙逆龄解密套盒晶透冰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78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CREATE ANTI AG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ANTI AG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ANTI AG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ANTI AGING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丽安氨基酸沐浴露（慵懒周日）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5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臀美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8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套盒欧兰荟黄金人
参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0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城丽秀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莉莱烟酰胺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城丽秀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菡泛醇舒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4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城丽秀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6#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2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约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45 广东缔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冻龄伊美多肽净颜调肤套装多肽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ENGGRE 本格 米·凝时紧致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6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fibre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7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花梅兰富勒烯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87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欧莲娜痘痘净缓修护冻干粉套组 - 寡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92
广州欧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serum red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9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air serum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9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DR.MIRROR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0998
广州魔镜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shmere smooth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01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prismatic shine & color reflect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02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格蕾思蒂1号多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0 广州雅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 富勒烯胎盘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light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贝诗佳黄金多肽蜂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6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即馥寡肽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7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即馥寡肽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7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sil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8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lac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19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EADGEAR FIERCE FIB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0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EADGEAR PRECISION POAM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1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ARBER & CO HARD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2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ARBER & CO CLAY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OAMING BEARD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6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OAMING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OAMING SHAP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8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OAMING 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29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ot 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0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long & strong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3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贝诗佳蓝铜肽蜂窝修护紧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acacia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8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orang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39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ed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0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h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1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2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3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贝诗佳蓝铜肽冻干粉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冻干粉修护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4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k red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6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itrus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66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70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诗亦 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86 广州三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北 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87 广州市红妹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烟酰胺焕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92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蜗牛盈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93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六胜肽嫩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94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蓝铜肽倍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96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寡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098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富勒烯亮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02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微莱三重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04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兰妃七彩焕亮精华套盒-玻尿酸补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06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赫姿多肽紧致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10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兰君多效紧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16 广州兰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美仙雅 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47 广州露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水光莹润净透精纯精华液（尊享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5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LAIYA闪耀星辰旋转带刷眉笔（浅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5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闪耀星辰旋转带刷眉笔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0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男色彩聚会口红套盒（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2 广州新霓园贸易有限公司
LILAIYA闪耀星辰旋转带刷眉笔（深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80#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64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惜优姿盈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79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texture clay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9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冰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冰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冰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1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贝萌鸡氨基酸儿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13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水光莹润净透精纯面膜（尊享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2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亦欧黄金胶原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39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1番茄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1番茄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丝绒梦境哑光唇釉（#01番茄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锁水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锁水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锁水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F烈焰金纯唇膏15#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47 广州妆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丽安氨基酸沐浴露（月光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5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蛋白加固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6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8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美肌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6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丽安氨基酸沐浴露（清晨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61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62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华侬费洛蒙香水魅惑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26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赋活尊享套盒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38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赋活尊享套盒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42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赋活尊享套盒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44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3#水晶灯）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3#水晶灯）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3#水晶灯）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1#星星糖）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1#星星糖）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1#星星糖）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5#满天星）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5#满天星）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珠光液体眼影（05#满天星）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欧韵诗玫瑰紧致小罐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62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NO.26）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0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NO.52）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1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NO.44）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2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甲油胶（NO.86）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3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贞双色奢润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双色奢润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双色奢润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轻柔修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8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JACK  SHAV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139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BENGGRE 本格 米·清肌净透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0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晶钻微囊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净透修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净透修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净透修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密罗木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anks to nature BIOTIN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thanks to nature  HEMP SEE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8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JACK  FIBR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29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赛妮娅免洗手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3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玻尿酸润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3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4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净恒采臻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4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费洛蒙香水魅惑柔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7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N Pelvi-Natal 舒缓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78 广州蒂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水滋蕴薰衣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薰衣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薰衣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杜松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杜松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杜松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迷迭香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迷迭香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滋蕴迷迭香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48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拉show清盈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0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赋活尊享套盒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08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拉show清盈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5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74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玻尿酸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7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RZ宾姿玻尿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79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玻尿酸水光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8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莹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8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时光莹肌活补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8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姿惠纳米金多效智妍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89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缔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9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润泽
保湿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日间滋润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94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诗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595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夜间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09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润泽
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1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冰润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2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海姿芙玻尿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24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润泽
保湿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2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海姿芙玻尿酸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29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CK  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32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修护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康灵艾草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艾草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艾草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光之净焕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6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康利赢 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8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利赢 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8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利赢 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8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本色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694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美皙玻尿酸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12
广州市众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泉舒通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1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N Pelvi-Natal 舒缓滋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34 广州蒂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莹活颜净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5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时光莹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5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时光莹冻干粉修护套盒-修护冻干粉+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5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BENRZ宾姿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59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光之净一抹抗皱淡纹新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64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康灵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积雪草亮肤莹润面膜（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69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那么那膜复活草保湿滋润面膜（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7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那么那膜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8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NatrPower烟酰胺雪颜冻干粉套盒-烟酰
胺雪颜冻干粉+烟酰胺雪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798 广州市赫达乐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 美肌薏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美肌薏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典寡肽舒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N Pelvi-Natal 紧致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3 广州蒂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N Pelvi-Natal 去角质嫩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4 广州蒂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钻石莹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07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柔多肽滢透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多肽滢透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多肽滢透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小分子多肽水养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小分子多肽水养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小分子多肽水养修护安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由你富勒烯青春逆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42
广州唯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肤秀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48 广州慧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丛林十二色眼影盘（01老虎）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丛林十二色眼影盘（01老虎）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丛林十二色眼影盘（01老虎）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52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Beautiful美资源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53
广州鸿源医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凡路黛尔鱼子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54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58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59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紫兰君天然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0 广州兰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慕鱼腥草发泡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鱼腥草发泡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慕鱼腥草发泡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8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OS希奥思百草亮泽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吴大嫂赋活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赋活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赋活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修护小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84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1899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Ofe黑钻松露臻颜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06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逸 保湿卷翘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12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AMUN LISA 舒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1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 舒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19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科臻颜寡肽-1冻干粉套组-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21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Beautiful美资源逆龄童颜氨基酸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36
广州鸿源医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舒植萃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0 广州瑞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汝康妍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汝康妍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汝康妍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烟酰胺焕彩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4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魅力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OF柔顺宝冷基镜面发膜（免蒸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47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6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纤尊 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 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尊 曼妙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鲜注水活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鲜注水活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鲜注水活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娜小蛮腰纤长炫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71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娇颜修护套娇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97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G35靓肤美颜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1998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舒缓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0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N Pelvi-Natal 粉嫩柔肤水+粉嫩滋养
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14 广州蒂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酒粕清润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2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Oamyli24K黄金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Oamyli24K黄金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Oamyli24K黄金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2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丽安氨基酸洗发水（清晨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36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可乐海）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可乐海）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可乐海）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娇颜修护套娇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42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滋养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4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动诗华净颜修护套净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53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RZ宾姿玻尿酸原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54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钻石黑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9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诗颜缇丽韵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09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净颜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00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净颜修护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04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ZU钻石遮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钻石遮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钻石遮瑕美颜气垫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1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3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GGRE本格自然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4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四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蒲公英泡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3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苦菊泡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66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嬌瑪仕深海净润焕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蓝雅六重多肽补水组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72
广州市萝蓝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诗颜缇丽韵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纤细眼线液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滋喜植物氨基酸无硅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九色星座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89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嫩肤美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9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肩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19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尿酸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幽幽茶籽油雪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7 广州微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夜精灵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夜精灵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夜精灵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润泽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1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厚朴树泡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0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桉树泡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6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爱蓓蕊婴幼儿竹叶泡澡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8 广州优品汇供应链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甜心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甜心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卓芬甜心派对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欲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7 蓓影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茹臻舒爽草本套-茹臻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玉韵舒爽草本套-玉韵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核丝顿润泽金箔体验套组-FN·SCF焕彩
面颈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纤细眼线液笔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8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沐嫆楚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86
广州市沐容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嫆楚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89
广州市沐容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ǒME三山五园文化之颐和园主题高光流
沙喷雾（金钗细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9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沐嫆楚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94
广州市沐容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ǒME三山五园文化之颐和园主题高光流
沙喷雾（桃花蝶姬）

粤G妆网备字202003229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顾康独活寄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0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康独活寄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0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康独活寄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02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宜美青春水润多重保湿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13
广州韩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最佳伴侣花蕊蜜爱养护套花蕊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26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最佳伴侣花蕊蜜爱养护套花蕊粉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29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黑钻玫瑰双色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3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莎蓝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32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玫瑰之吻魅惑双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3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最佳伴侣花蕊蜜爱养护套蜜爱修护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38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39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最佳伴侣花蕊蜜爱养护套花蕊嫩皙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41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42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左芬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46 广州快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48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75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最佳伴侣花蕊蜜爱养护套花蕊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76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EETOP GIRL星空丝绒口红1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8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TOP GIRL星空丝绒口红105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87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TOP GIRL星空丝绒口红1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8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TOP GIRL星空丝绒口红103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9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TOP GIRL星空丝绒口红104 粤G妆网备字2020032392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0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0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妮娜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0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动诗华娇颜修护套娇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15 广州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美肌芦荟鲜活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1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ZSRS毛孔深层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20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21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毛孔吸附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23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萌魅诗腰部滢肤修护套-腰部滢肤修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24 广州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燕窝多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2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燕窝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3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肌蜜玻尿酸精华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32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美肌焕颜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3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眸龄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35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魅诗背部沁润滋养套-背部沁润滋养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44 广州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美肌焕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4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富勒烯美肌焕颜活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4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肌之钥修护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49
广州市金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柏姿富勒烯美肌焕颜活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5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富勒烯美肌焕颜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5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身体舒
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464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ǒME三山五园文化之颐和园主题高光流
沙喷雾（冰寒幽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1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美眸紧
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26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面部紧
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28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植物丝
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42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美肌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43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嘟嘟瓜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44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补水嫩
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48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焕彩美
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49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水嫩保
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54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魔力纤雅轻享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60 广州歌玛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粉缇纳米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63 广州琪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嘟嘟瓜科技美容护肤经典套装-胸部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71
广州嘟嘟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袖羊胎素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582 广州蔻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袖阿魏酸臻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袖阿魏酸臻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袖阿魏酸臻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芦荟光感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薇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薇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薇烟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柏肤多肽修复因子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8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BB多效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0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小颗粒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1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G35靓肤美颜粉底液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13
广州戈利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16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心美人婴肌素颜国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18
广州臻心美人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2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2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2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烟酰胺透润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映像女王寡肽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40
广州科莱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milkyskin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4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献慕清爽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55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护发乳(深层修复)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护发乳(深层修复)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护发乳(深层修复)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根尽山羊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60
广州大享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菲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63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覺植萃玫瑰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67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泥坊亮肤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70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冯可儿燕窝胶原蛋白弹力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688 广州妆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家珍蓝铜肽冻干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0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家珍蓝铜肽冻干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0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家珍蓝铜肽冻干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0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荟美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09 广州蓝久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12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秀芭斐上镜遮瑕粉底液 00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17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母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母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母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小分子水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小分子水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小分子水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2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贵人紫草体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3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依莎迪奈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38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光之净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45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深海之谜海藻精萃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富勒烯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0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秀芭斐上镜隔离乳 01丁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1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妆美二裂酵母轻奢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草舍24K黄金玻尿酸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7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汇草舍24K黄金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8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汇草舍24K黄金玻尿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79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汇草舍24K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0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汇草舍24K黄金玻尿酸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1
国药健康产业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瑂瑟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美富勒烯新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6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二裂酵母轻奢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9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富勒烯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93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脊植萃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富勒烯新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0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态生物净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14 广州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冰川清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光之净密集净透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2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妆美二裂酵母轻奢修护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26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达优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亦 氨基酸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47 广州三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护发乳（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护发乳（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护发乳（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5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滋润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滋润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滋润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6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陈老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TFQ10 富勒烯滋养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9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绘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2895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HIGH DEFINITION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0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MIST & FIX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0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ILLUMINATIOR ENLUMINEUR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0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EYEBROW MASCARA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0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语塑颜紧致俏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58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溢萱幼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6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体昇轻奢细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轻奢细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轻奢细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7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美24K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7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84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妆美24K黄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299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均衡柔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00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时光莹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1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凝瞳睛彩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31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时光莹时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3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瑞妮朵拉奇肌结晶膜粉(中型）+调和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35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牧爱秀提焕颜原生肽安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37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42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凡路黛尔舒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43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平衡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48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露仕提雅舒缓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52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仕提雅多效肌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5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Tus铁达时空气刷蛋蛋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55 广州君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rPower立体焕颜修护冻干粉套盒-立
体焕颜修护冻干粉+立体焕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56 广州市赫达乐科技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嫩滑补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57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西敏紧致提升修护因子冻干粉+紧致
提升修护因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6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24K黄金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65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雾妆防水速干双芯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67 广州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冰感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7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老姜王修护丝滑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74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兰妃富勒烯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77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芦荟洗手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89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A  SKIN 15ml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G RANG 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33092 广州源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莲黛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2
广州市熙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白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10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蜜哒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2#红尘烈
焰）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2#红尘烈
焰）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2#红尘烈
焰）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海洋活泉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1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1#星空魅
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1#星空魅
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魅惑幻彩十二色眼影（01#星空魅
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6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惜优姿盈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78
广州盛世康妍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晚尚焕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晚尚焕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晚尚焕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曼姿冰原白龙胆紧致抗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8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莲黛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95
广州市熙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七彩铃兰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9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娜斯香氛身体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197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隆隆金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0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0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0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思芸经典小红盘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08
广州未来幻想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贵芳素颜丝柔舒缓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0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经后皙润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泡泡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泡泡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星空璀璨液体眼影（泡泡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醒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19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维A醇光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2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3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科姆龙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科姆龙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科姆龙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元养正道草本颐养调理套组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活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5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养正道草本颐养调理套组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6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养正道草本颐养调理套组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6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缔桓洛诗清净套-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299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缔桓洛诗清净套-清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00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缔桓洛诗清净套-植萃清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03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色氨基酸平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09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神话持久保湿口红（枫叶玫瑰613#）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15
广州新神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ayston龙胆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20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淑蜜哒小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2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温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温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温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4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多肽玻尿酸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和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和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和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淑蜜哒金丝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舒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胸部草本舒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76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乳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毛孔吸附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7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韵源草本净化套-韵源净化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玉韵草本温养套-玉韵温养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毛孔深层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3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保湿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保湿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润颜御致保湿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3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婰微纳修护冻干粉+微纳修护基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5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缇莎 奢宠贵妇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莎 奢宠贵妇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莎 奢宠贵妇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7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德曦净爽草本养护套-净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玫瑰多重体验套-MG·SCF玫瑰
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酸碱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20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2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陶小桃艾草肩颈肌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29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陶小桃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31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陶小桃艾草顺滑留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32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陶小桃艾草舒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34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铂尔悦酵母水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3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瑰愫修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43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棉棉细语极润补水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44
广州市智优营销咨询有限公
司

优乙一氨基酸多效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49 广州聪尔贸易有限公司
优乙一润泽柔顺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50 广州聪尔贸易有限公司
贝娜斯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54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胡萝卜素健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61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图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67 广州亦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而曼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而曼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青春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青春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青春紧致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宣谷氨基酸香氛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媞纳斯藏红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8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IENCIMY萱肌蜜冻龄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90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沫彩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9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靓澈清痘肌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9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靓澈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49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沫彩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0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侯人参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03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沫彩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0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妤新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28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NFF大麻叶轻盈光璨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姬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32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35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一埖九朵鳕鱼胶原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3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亿肤舒缓安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66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芮熙银丹草净透爽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69
咖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DD复活草植萃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73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妍之素富勒烯优肌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7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网秀媚感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80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露莹生姜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生姜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生姜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夜来美烟酰胺净颜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0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施芮熙密罗木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16
咖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皓尊 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1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竺密录清盈能量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19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妮摩术二裂酵母胎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21
广州汇优名品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她她公主舒缓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30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31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3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3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016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38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999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3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923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334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洗发露（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洗发露（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生姜无硅油洗发露（强韧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奥利安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49
广州奥利安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IKE水光派对闪耀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5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水光派对倍润口红T6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5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妍凝颜至美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58 广州仟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莉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64
广州秀奈儿美甲用品有限公
司

LUSTAN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71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STAN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71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STAN美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71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道汤养发1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78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道汤养发2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80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道汤养发3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81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水感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84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歌尼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蜜哒大米营养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9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蜜哒红石榴赋活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69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蜜哒绿豆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0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芮熙密罗木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29
咖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万歌尼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3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4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4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标妆流沙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4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经后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4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芮熙银丹草净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47
咖优（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经中控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甘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利安东多肽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63
广州奥利安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希茜柔感纯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6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二裂酵母轻奢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水光香氛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5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89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绘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3791 广州羽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雪儿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组合-纤连
蛋白修护冻干粉+弹嫩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01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eet mint18色暗夜精灵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04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橄榄油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2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翘 桃红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29
广州塑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IMAgIC 35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EY-325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3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翘  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34
广州塑翘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IMAgIC 35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EY-324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3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蜜哒富勒烯年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41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爺石墨烯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石墨烯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石墨烯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4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RVANNALL 3 IN 1 6%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6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6%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6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6%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6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12%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12%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12%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66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66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66 VIOLET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 MEDIUM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 MEDIUM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 MEDIUM MAHOGANY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9%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9%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9%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3%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3%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3%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43 LIGHT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43 LIGHT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8.43 LIGHT COPPER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4 MEDIUM COPPER BLO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4 MEDIUM COPPER BLO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4 MEDIUM COPPER BLO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77 MEDIUM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77 MEDIUM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77 MEDIUM INTENSIVE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00000/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00000/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00000/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MKNK防水自动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89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劲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90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男士自然轻颜裸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91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诗缔桓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898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熊果苷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01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22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22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0.22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75 DARK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75 DARK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75 DARK HEATH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0 LIGH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0 LIGH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0 LIGH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4.33 DARK BROWN AND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4.33 DARK BROWN AND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44.33 DARK BROWN AND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55 DARK CHESTNU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55 DARK CHESTNU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5.55 DARK CHESTNUT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3 LIGHT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3 LIGHT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5.3 LIGHT GOLDEN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3 MEDIUM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3 MEDIUM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7.3 MEDIUM GOLD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9GB DARK WARM GRE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9GB DARK WARM GRE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9GB DARK WARM GREEN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1 DARK ASH NATURAL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1 DARK ASH NATURAL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6.1 DARK ASH NATURAL BLOND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3.0 DARK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3.0 DARK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3 IN 1 COLLAGEN COLOR 
3.0 DARK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肤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肤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肤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净化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净化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净化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莱养发法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49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一久堂蕊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蕊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久堂蕊护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痘肤植物精华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55 广州立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6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7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 莹润水动力保湿精华液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7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肤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玛型色细芯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爵兑形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87 广东谷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卡素生姜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92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39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玛心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12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名玛灵眸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1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皙语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42 广州瑞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GGRE 本格 米·多肽雪颜舒缓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71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小贝象 婴童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75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荣钰闺密 鱼子酱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083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欣莉雅清滢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01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CHARMER无患子海盐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33 广州魔娅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LUSTAN美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35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STAN美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35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STAN美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35
广州市伊思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享颜嫩肤靓泽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39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冰点水光沙龙组
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51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魅惑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5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魅惑柔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58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VZD二裂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60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方冠楊氏充盈水嫩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71 广州春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79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岚鸽丽韵修护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丽韵修护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鸽丽韵修护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mayston小球藻虾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3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兰潼走珠清凉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潼走珠清凉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潼走珠清凉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潼走珠清凉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美肌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19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媛净肤按摩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0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媛灵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0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媛清透菁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10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札艾草免洗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25
广州埃佛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MINUO虾青素水润紧致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虾青素水润紧致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虾青素水润紧致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OZU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玫香圣颜阁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古玫香圣颜阁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古玫香圣颜阁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中养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臻颜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7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 黑头吸出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80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高倩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8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爺黑脸娃娃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黑脸娃娃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爺黑脸娃娃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女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92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美肌焕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29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JERVOE睫毛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21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肤宝男士水能酷爽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肤宝男士水能酷爽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肤宝男士水能酷爽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诗梵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37
广州卓诗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雅碧秀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4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哎咪哩寡肽清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46 广州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宝隆LIHCGI燕麦水解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48
广州新圣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肤舒盈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5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棉棉细语净颜润肤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51
广州市智优营销咨询有限公
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祛屑止
痒）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祛屑止
痒）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祛屑止
痒）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6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YSFAIR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6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御盐坊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7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花丝香祛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76 广州力源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YSFAIR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8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YSFAIR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8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清爽薄
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清爽薄
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沐浴露（清爽薄
荷）

粤G妆网备字20200343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玫瑰鲜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13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伊姿曼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1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清雅碧秀草本消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1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富勒烯焕颜立体修护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2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塑颜修容粉饼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3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婗芙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34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韩雅诗星闪银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3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肤丽 黄金蜂胶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丽 黄金蜂胶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丽 黄金蜂胶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4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有茵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50 蓓影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梵古头皮净化洗发乳（清洁）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59 广州讴妆贸易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侬媛头部御养修护套头部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2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毛孔收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生姜精华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生姜精华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生姜精华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净透柔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净透柔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棠类人胶原蛋白净透柔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II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露莹玫瑰嫩滑软面膜+伊露莹焕彩胶
原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玫瑰嫩滑软面膜+伊露莹焕彩胶
原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玫瑰嫩滑软面膜+伊露莹焕彩胶
原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M冰爽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20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雯胶原蛋白抗皱冻干套组-胶原蛋白
冻干球+胶原蛋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40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舒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47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黛红妆马鞭草萃取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48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光透亮活颜修护银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5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凡尚香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水润幻彩遮瑕液4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5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凡尚香能量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5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ECRBEAU奢唯宓水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60 广州乔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舍尼保湿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65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乌珍坊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乌珍坊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乌珍坊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诺斯莉 蛇毒紧致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1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水润幻彩遮瑕液4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曼亮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7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清雅碧秀净颜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8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8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芊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94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96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598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00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ZENX雪颜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02
广州市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尚美 奢享星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0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透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透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透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侬媛艾上腿御养套艾腿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26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珀卡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28 广州创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30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侬媛艾上腿御养套草本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39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贝蕾卡尔黄金贵妇紧致眼部套装-黄金
贵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41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多肽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4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丛林传说精灵之吻系列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46
广州市慢慢生活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

班舍尼海盐清洁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47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玉颜美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 毛孔收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焕新肌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新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免洗手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9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佰珍堂沁润保湿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沁润保湿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沁润保湿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34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丝质顺
滑）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丝质顺
滑）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泰年青摩洛哥坚果油洗发露（丝质顺
滑）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1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醒肤焕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妻天美修护草本套-妻天美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法蕾特金系列舒活清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33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小灰帽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3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美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5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8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冰川嫩肤冰爽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9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冰川嫩肤冰爽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9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冰川嫩肤冰爽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79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蓝铜胜肽植物微粉+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0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隆隆金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2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雅碧秀净颜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2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轻描素写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2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清雅碧秀多肽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4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娜热恒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51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深海巨藻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深海巨藻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 深海巨藻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猫爪生姜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5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清雅碧秀沁心美滋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6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益母润透泽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益母润透泽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益母润透泽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雷斯肌底净肤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67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秀雷斯肌底净痘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76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娜热恒润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92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娜热恒润美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34899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佰草沉香植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31
广东俏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新颜冻干粉+新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3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娜热恒润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39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4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清肌冻干粉+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4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侬媛玉女美臀修护套艾臀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0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MRZZ 子弘水素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6 广东子弘进出口有限公司

可卡莉花蜜菁萃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花蜜菁萃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花蜜菁萃轻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清新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清新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清新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49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科臻颜寡肽-3冻干粉套组-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16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2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21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舒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24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嘻猴婴童锁水防护皴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37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嘻猴婴童嫩肤倍润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39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雪肌蜜蝶变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40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嘻猴婴童多效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41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富勒烯黄金蜂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4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富勒烯黄金蜂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4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富勒烯黄金蜂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4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芭世家轻漾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富勒烯净颜冻干粉+富勒烯净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08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清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13
梵慕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熹妍轻美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19
广州市熹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NIVIVI 燕窝冰肌凝润微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INIVIVI 燕窝冰肌凝润微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INIVIVI 燕窝冰肌凝润微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堂烟酰胺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30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一粒麦玻色因肌肽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42 广州永日畅贸易有限公司
PIAC黑钻丰盈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5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宝隆LIHCGI薰衣草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61
广州新圣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4#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63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宝隆LIHCGI茶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64
广州新圣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5#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67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6#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6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2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8#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4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09#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6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RROW 杉若极光流彩拼色眼影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78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雪肌蜜蝶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96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玻尿酸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19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青春定格紧致套-青春定格紧致膜+
青春定格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01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皓尊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0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A卡布奇诺咖啡奶
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3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秀媚堂 御龄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御龄
多肽修护冻干粉+御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36 广州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KS酵母多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43
广州兰妆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舒缓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9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幼熙多肽微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93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97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怡美轩轻盈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299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鱼子精华紧致提亮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0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鱼子精华紧致提亮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0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鱼子精华紧致提亮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0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ANSTRY雅蓝姿彩玻尿酸修护还原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08 广州龙高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MINERALIZE BLUSH FARDA 
JOUES MINERALIZE 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0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本修护草本套-塑本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MINUO熊果苷透亮美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熊果苷透亮美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熊果苷透亮美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班舍尼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3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5 Color Beauty Glitter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禾诗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16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侬媛玉女美臀修护套舒活通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36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香侬媛玉女美臀修护套臀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0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香侬媛玉女美臀修护套艾腹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3 广州天僖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十五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6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5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5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5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9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9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9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ELYSIAN Glutathione & Milk 
Whitening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ELYSIAN Glutathione & Milk 
Whitening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ELYSIAN Glutathione & Milk 
Whitening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4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4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4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STUDIO FIX POWDER PLUS 
FOUNDATION FOND DE TEINT POUDRE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B玫瑰白啤奶盖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4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6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7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7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17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7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M龙舌兰奶盖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7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美邑水感气垫调控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39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04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24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溢萱甜蜜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25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哎咪哩净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26 广州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曼蒂卡壳聚糖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42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邑燕窝滋润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5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59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舒护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ocx雪肌水光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2
广州市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3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3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3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3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雅碧秀草本消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ocx雪颜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7
广州市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咕咚水亮丝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78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0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恋时尚防护保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2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韵温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玉茹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 黄金蜂胶亮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 黄金蜂胶亮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 黄金蜂胶亮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6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臀部温润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4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芙草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15 广州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哎咪哩草本修护养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21 广州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74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尼兰迪多肽逆龄赋活素+欧尼兰迪多
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80
广州爱琪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87 广州市魅思美甲有限公司

VIEZENX雪肌水光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596
广州市韩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高光粉盘 2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0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尊莹红球藻触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26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菲妮燕窝胶原蛋白弹力补水保湿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28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良婷氨基酸植萃洗护套装-氨基酸植萃
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29 广州盛典商贸有限公司

亚玛丽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31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OCE高光粉盘 2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7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YS-II曼妙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87 广州圣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交悦JIAOYUE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89
交悦成人用品（广州）有限
公司



俏佰草沉香植萃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5695
广东俏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玫瑰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玫瑰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玫瑰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薰衣草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薰衣草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薰衣草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烟酰胺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烟酰胺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烟酰胺肌底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蓓丝焕采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15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蓓丝轻盈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16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蓓丝平衡盈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17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蓓丝绵柔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18 广东暨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本果酸嫩足刷刷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23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嘉顿·肯妮奇肌结晶膜粉（中型）+调
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736
广州四环康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鲟鱼籽胶原水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籽胶原水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鲟鱼籽胶原水凝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OFULS 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冻龄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冻龄菁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冻龄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3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哎咪哩焕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41 广州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冻龄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冻龄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美处蛇毒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5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处蛇毒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5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处蛇毒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5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5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梵希茜紫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5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深海臻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薇脸冻龄套组-薇脸悦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多肽亮颜密匙套富勒烯亮肤冻
干粉+富勒烯亮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6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合麦优品烟酰胺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81
合麦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朵丽卡焕颜遮瑕粉饼 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82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焕颜遮瑕粉饼0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83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YS-II曼妙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5890 广州圣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HOLER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14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5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2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3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修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39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植美媛清排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45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8星空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47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藤黄果活力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48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09星空沙漠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50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星空魅影口红10星空蜜意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51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奥姬兰玻尿酸水光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71 广州奥姬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海藻焕颜粉+海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9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默归然高山松针滋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5998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HY富勒烯柔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1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抗皱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Y柔润清透净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4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滋润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控油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Y富勒烯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0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修护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1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妆故事焕彩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1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玄易元玄崑如意松针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5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玄易元玄崑如意松针眉笔(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6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燕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寻精灵复活草水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62 广州艺千寻化妆品有限公司

MKELA梦琪拉玻尿酸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71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滢軒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滢軒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梦寻美额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梦寻美额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梦寻美额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0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HY富勒烯柔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00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闪光碎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1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诗洋格多肽赋活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19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清肌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33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焕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36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39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补水保湿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1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5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UICAMI情人节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情人节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情人节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702-丝绒豆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48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007-美学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53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316-哑光小辣
椒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54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999-哑光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59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785-滋润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60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绚爱倾城国色口红套盒XA520-滋润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62
广州绚爱控股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悦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64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孕颜氏 番石榴滢润水动力6件套 番石
榴滢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65
广州合创科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经前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7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方草本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76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润泽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方草本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86 广州名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姬真我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0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奇姬小雏菊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1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奇姬英国梨与小苍兰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2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奇姬牛奶小姐鎏沙金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3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莱米诺类蛇毒肽眼部套盒-类蛇毒肽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奇姬花漾甜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6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奇姬魅力皇后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7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头道汤 追风2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199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道汤 追风1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00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0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0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07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世美舒缓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1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 臻润盈亮玫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洛华侬烟酰胺血橙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璀璨流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璀璨流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璀璨流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源动力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5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娆多效修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龄宝藏秘龄瓷肌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29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姬蓝风铃女士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1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洛华侬玫瑰盈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莉拉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4
广州柏莉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氨基酸营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生姜丝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生姜丝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生姜丝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Antiseptic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5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Antiseptic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5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  Antibacterial 
Antiseptic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5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UMILU润彩心耀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55 广州韩多姿贸易有限公司
卡婵臻颜舒缓青春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66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婵焕颜透亮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73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甲院长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297
广州甲院长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TOFULS 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GELARED安琪之谜水润盈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42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HAR H 平衡焕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43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PHAR H 平衡去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4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PHAR H 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1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百美牛油果去角质磨砂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牛油果去角质磨砂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牛油果去角质磨砂嗜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5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第奢华水光无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63 广州薇第贸易有限公司
抖梵皙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6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6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6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靓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靓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草本焕颜靓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植萃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6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植萃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6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抖梵皙植萃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6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玲美荟童颜膏（粉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7 广州皇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晗六胜肽安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79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人参二裂酵母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纤婷一噴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4 广州海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臻颜活泉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8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FENNE黄金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398
广州小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墨晗益生元肌源粉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01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丽缇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06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0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0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净透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0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丽缇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12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黛芙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17 广州国昊商务管理有限公司
薇丽缇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21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贻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2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皂苷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30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31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亦富勒烯焕颜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34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语堂纤连蛋白肌透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35
广州市安语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代妮曼虾青素修护精华液+虾青素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3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雅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40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ilay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41
广州利葆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乐美QALMA黄金胶原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49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乐美QALMA海洋燕窝胶原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51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亦玻尿酸小分子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54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5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丽卡彩色发泥绚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6457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一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1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虾青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1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之泉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1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之泉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1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印之泉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1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李氏喷康宁草本舒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2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戈缔护发造型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38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彩色发泥 优雅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0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草堂 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2 广州恒社科技有限公司
朵丽卡彩色发泥梦幻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3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典娜斯 六胜肽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6 广州花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冰点光感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4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媱姬堂净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3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媱姬堂聚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6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媱姬堂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7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蔻蓓诗肌肽水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58 广州美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0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乐添美固颜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1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2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乐添美固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乐添美固颜瓷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5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固颜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7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69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梦丽媛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润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腋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7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アラレ甜美丰润果酱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アラレ甜美丰润果酱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アラレ甜美丰润果酱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亮肤冻干粉+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9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5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纤连蛋白修
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纤连蛋白修
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纤连蛋白修
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0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寻觅花园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寻觅花园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寻觅花园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瑾亦烟酰胺水光净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7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情故事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6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caijia舒缓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81
广州市南大医美教育信息咨
询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8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亲娘亲 草本精萃油（胶囊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8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老姜王深度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698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娜洋甘菊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洋甘菊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洋甘菊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水洗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水洗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水洗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葡萄柚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葡萄柚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 葡萄柚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承诺氨基酸植物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多肽焕颜养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温和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肤可丽清滢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肤可丽清滢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肤可丽清滢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4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小贝象婴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51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小贝象婴童多效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53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小贝象 婴童多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54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玖皙黑松露紧致塑颜焕活乳+云母冻龄
靓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松露紧致塑颜焕活乳+云母冻龄
靓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松露紧致塑颜焕活乳+云母冻龄
靓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媚丽青春浓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2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艾祖金方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5
李时珍国药（广州）健康产
业有限公司

肌肤之谜嫩肤亮泽套-肌底清透隔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6 广州露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69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咕咚水亮丝滑精华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73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咕咚水亮丝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75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II曼妙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83 广州圣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S-II曼妙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6785 广州圣颜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粉肤儿水凝丝润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01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7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49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喵小妖  柠檬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59 广州市灵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雅典集牡丹花语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6862
广州馨雅典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赋活微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36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亮颜修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45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iSi巧蜜絲精准塑形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59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丽嘉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84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8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8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8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88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20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20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20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0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1 粤G妆网备字2020037294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3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3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3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透去角质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透去角质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净透去角质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多肽双重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多肽双重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多肽双重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多肽双重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持久酷黑纤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持久酷黑纤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持久酷黑纤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清透水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清透水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清透水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6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薇尔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薇尔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薇尔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四季修护冻干粉+四季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ANBE十八色烟粉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75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topR Mango Depilator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椛植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iYanQiong Shea Butter Slimming 
Cellulit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hea Butter Slimming 
Cellulit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Shea Butter Slimming 
Cellulite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3739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椛植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0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0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1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1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2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2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2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椛植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2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道汤调养草本3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68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千变炫彩极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千变炫彩极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兰姬KOULANJI千变炫彩极细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NICO 迷雾之境唇釉 (735 迷雾-苹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8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雾之境唇釉 (504 迷雾-树莓)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90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趣玻尿酸冻干粉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91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安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9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趣虾青素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49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紧致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紧致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紧致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通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通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通畅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6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花仙美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18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趣积雪草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24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乂霏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乂霏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乂霏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MiSi巧蜜絲立体塑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41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莱思玫瑰身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42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梵妍清爽保湿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4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娜斯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46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雷斯焕颜美肤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49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nées boite时间盒时光透亮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50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Ultra Iink 高光粉饼#halo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Ultra Iink 高光粉饼#halo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Ultra Iink 高光粉饼#halo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妍轻美多肽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55
广州市熹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PESELI厚希男士美颜隐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美颜隐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美颜隐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薰三荣魔薰小苍兰香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1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genailish磁性眼线液套装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2 广州威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娜热恒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63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玛隐形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7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7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7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7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59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富勒烯多肽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00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方香雅 粉红丝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28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1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腰部臻俏修护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富勒烯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44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伊身水光润颜沁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50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透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5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透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5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透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5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轩堂草本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类人胶原蛋白呵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80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类人胶原蛋白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82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ANGE玛安格 睛艳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8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 GLOBAL FRESTECK类人胶原蛋白紧
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87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类人胶原蛋白美
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90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K GLOBAL FRESTECK类人胶原蛋白微
晶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92
广州市拉菲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伊身水光润颜清透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698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蓝莓蚕丝蛋白抚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润堂海洋活泉补水系列-菁润堂海洋
活泉爽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07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nina karrey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1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1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1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nina karrey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1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修源黄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17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RSAYTD神经酰胺多彩补水六件套水彩
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0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研堂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研堂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研堂 细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方冠楊氏玫瑰花瓣凝胶软膜+玫瑰花瓣
凝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3 广州春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净肤亮颜冻干粉+净肤亮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ANGE玛安格丝薄酷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2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森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37 广州粉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丝香蛋白柔顺养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40 广州力源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乐美QALMA红宝石胶原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42 广州俏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肌茵修护冻干粉+肌茵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4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芸初水光透亮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46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百变强力定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47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花仙酵素紧致塑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59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霁美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70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霁美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70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霁美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70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玛安格 无瑕保湿双效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7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丹仁 轻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8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深层净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88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BOOSU丝绒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8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9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COLD ME 修源舒安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792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若有似雾隐形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0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素颜隐形拍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0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 遮瑕保湿双效刷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0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胜肽童颜肌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5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生态植物鲜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5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雾之境唇釉 (503 迷雾-山楂)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66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ées boite时间盒时光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0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多效保湿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多效保湿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多效保湿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倾露蓝藻泡泡爽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5 广州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月夜 净透新肌月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7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霁美芳香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1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霁美芳香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1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霁美芳香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1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素妮焕颜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素妮焕颜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素妮焕颜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玛安格迷恋造型精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89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媱姬堂秘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04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媱姬堂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06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媱姬堂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08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 素描亮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1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植一吻玫瑰沁透水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1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 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13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 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1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欧素妮靓肤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素妮靓肤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素妮靓肤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易芬沁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修源舒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6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 玻尿酸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2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立康壬氨基酸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1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熙堂仙人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3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士绮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4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媱姬堂舒缓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5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梨诗曼  清润净颜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3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植萃透亮修护套盒-植萃滋养
焕亮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45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名玛百变魅影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47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MAANGE玛安格高颜值三色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5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植萃透亮修护套盒-植萃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54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植萃透亮修护套盒-植萃透亮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76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金诱漾溢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7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漾溢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7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漾溢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7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植萃透亮修护套盒-植萃焕活
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7980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欧亦欧冻龄肌密酵母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00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High-End肽青春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08 广州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黄金水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36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词富勒烯保湿嫩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3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小妹富勒烯水光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燕窝赋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09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肌源乳酸菌多肽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焕彩臻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富勒烯乳酸菌嫩肤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姜多宝熬夜赋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5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去角质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去角质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去角质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06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修颜大咖调色盘套盒 修
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1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凝时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41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易芬丝柔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45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水润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50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铂老姜王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60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景植萃钻石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62 广州馥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蘇語凝盈润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69
广州碧瑰媛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韩翳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冻干
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76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OJIYUAN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泡泡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努尔椰香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努尔椰香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努尔椰香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可丽清滢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9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NICO 迷雾之境唇釉 (513 迷雾-糖枫) 粤G妆网备字202003819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逆龄贵妇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8214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芮儿光果甘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215
广州般若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太極古芳大安瓶檀香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216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童颜紧致提升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22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中别韵清透莹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227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塑美时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27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MUN LISA 马油专用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3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 马油专用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3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尔珐水源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37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COLD ME 修活润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52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沁皙玻尿酸晶透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60 广州贝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腰腹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6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雾之境唇釉 (709 迷雾-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85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迷雾之境唇釉 (741 迷雾-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87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伊身水光润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89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ées boite时间盒水光莹润焕采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93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佳人香集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839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瓷娃娃臻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0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伊身多效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11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水动力活泉丽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14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金箔御龄
套组--DB·SCF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2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ARY SWEET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28 广州资盈贸易有限公司

眯眯眼紧颜精粹奢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31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也西男士粉底液（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38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八言堂柚子叶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39
广州八言堂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美伊身氨基酸丝滑水润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54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燕窝寡肽修护冻干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55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森去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56 广州博妆贸易有限公司
米芙琳氨基酸滋养补水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67 广州芙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艺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77 广州如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纯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清爽亮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8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水感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9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纤细速干眼线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38499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美康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育美康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育美康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儒雅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騫晟头发滋养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騫晟头发滋养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騫晟头发滋养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头道汤温补草本2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23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睐玫红石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32
广州香蜜美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芙如泉 补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35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芝灵炫彩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64 广州市宝茉莉商贸有限公司
初芷纳米金肌底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75 广州初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道汤清排草本1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77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胎盘素逆时光肌活润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84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hclr玻尿酸多效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598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珂芝雅水蜜桃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0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透派肌肽抗皱原液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05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植萃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12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花芙恋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18 广州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SITING卡思婷土豆泥星钻五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2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安奈雅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富勒烯焕颜立体修护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4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富勒烯蛋白灯泡肌拉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4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怡爱水润轻薄遮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51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朗皙臻彩迷恋唇膏M01热吻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57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C&N清肌雪片洁面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58
广州市潮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如馨立体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彩如馨立体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彩如馨立体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3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主色之迷丝滑绒雾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7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燕窝鲜肌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7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燕窝鲜肌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7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燕窝鲜肌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7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缪黄金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黄金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缪黄金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4#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4#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4#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蓓丽水感舒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水感舒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水感舒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IAC舒缓亮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69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QILAI爱琪莱柔软流畅极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0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极细酷黑花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1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珀泉深邃大眼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1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德雅海藻丝膜+白果紫草调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17
广州伊玛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KSK玻尿酸冻干粉补水修护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玻尿酸冻干粉补水修护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KSK玻尿酸冻干粉补水修护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2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百瑟水嫩多肽精华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多肽精华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水嫩多肽精华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融水雪花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31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阿甘油特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5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芷肌蓝铜肽舒缓冻干粉+芷肌蓝铜肽舒
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59
广州市海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泉媚眼酷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6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维E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7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壹草元浓姜温润滋养柔顺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74
广州市壹草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纪美伊纳米银邂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7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清爽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798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赋活塑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05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芙琳胶原蛋白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12 广州芙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XUXU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2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2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2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亲亲娘亲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3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RU韩汝立体塑形三色眉粉01灰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42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RU韩汝立体塑形三色眉粉02浅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43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雪肌二裂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47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歌妮朵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妮朵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妮朵头发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5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嘉莱沙棘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56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合麦优品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63
合麦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纪美伊纳米银邂逅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6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木旯 记忆柔雾云绒唇釉（02酒神）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木旯 记忆柔雾云绒唇釉（02酒神）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木旯 记忆柔雾云绒唇釉（02酒神）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梦幻诱惑黄金小麦弹润细薄隔离防护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7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INAM红石榴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76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悠雅丽 温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77
广州聚贤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騫晟养发滋养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騫晟养发滋养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騫晟养发滋养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宣妙语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81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沁皙维C光润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86 广州贝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5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5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5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5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88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轻奢臻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8932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浓黑流畅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893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O-Michly海生素弹嫩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38995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富勒烯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09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rrieo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rieo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Surrieo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1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國棟轻透高清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18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2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逆时桃花芬芳柔雾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2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逆时桃花芬芳柔雾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2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逆时桃花芬芳柔雾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2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薇莱思胶原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31 广州肌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悦润亮肤百搭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54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尚V美21天零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滴百鲜润赋活保湿紧致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6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一滴百鲜润赋活保湿紧致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6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放电 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85 广州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璞玉颜肽美丽悦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卓璞玉颜肽美丽悦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卓璞玉颜肽美丽悦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表层）
（1号）；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表
层）（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89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中层）
（1号）；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中
层）（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9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深层）
（1号）；悦来悦好 肌初保鲜原液（深
层）（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92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093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D丝绒雾面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0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时尚V美六胜肽舒缓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2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时尚V美六胜肽舒缓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2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时尚V美六胜肽舒缓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2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CD炫色柔韧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33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CD飞扬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3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I-yoka Brightening Rejuvenat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44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I-yoka Whitening Rejuvenat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45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CD奢彩定妆遮瑕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47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I-yoka SKIN WHITENING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49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格玻尿酸水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52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格燕窝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53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道汤 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54 广州市卉祥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SCF青春密码提升冻干粉+青春密码
提升溶媒液+青春密码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56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VSCF粉嫩美肤冻干粉+粉嫩美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57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兰格肌肽活效修护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60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格石墨烯净化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62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CD持妆防水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9199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涵美娇阳水漾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娇阳水漾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娇阳水漾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璧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璧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璧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巧閣洋甘菊沁漾补水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巧閣洋甘菊沁漾补水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巧閣洋甘菊沁漾补水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植物喷雾粉（柔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25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语清颜植物喷雾粉（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27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无龄宠爱小粉球套组-宠爱冻干球+宠
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38 广州优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无龄宠爱蓝精灵套组-宠爱蓝精灵冻
干球+宠爱蓝精灵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41 广州优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VC熊果苷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VC熊果苷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VC熊果苷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5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淡印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淡印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祛痘淡印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舒安植萃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80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修源舒安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81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羽寒祛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千羽寒祛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千羽寒祛痘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29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r.Zhao赵博士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35
广州赵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Zhao赵博士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46
广州赵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YP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70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ABC氨基酸绵密卸妆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71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YP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72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SFYP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74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勿忘之吻水润修颜隔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89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tella Lavigne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39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蜜思补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404 广州诸顺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嘉焕颜靓肤冻干粉+焕颜靓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406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达安树脐带精华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0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JONETING柚子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JONETING柚子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JONETING柚子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5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勿忘之吻水润修颜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6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杜兰博氨基酸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杜兰博氨基酸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598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泊泉雅补水保湿美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补水保湿美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补水保湿美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婗芙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07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西润 皮肤嫩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18 广州西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ZOON凯尊绿宝石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NEW新生机水娃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水娃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水娃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27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嘉赋活紧致冻干粉+赋活紧致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32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佰淓净妍植萃透亮修护套盒-植萃清透
焕采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34 广州摩丹尼贸易有限公司

蔻丽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37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39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42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VU彩虹星绘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4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美洛思透亮纯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50 广州创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奢宠保湿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72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丝美水润亮颜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8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洛思透亮纯漾臻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696 广州创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美洛思透亮纯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02 广州创星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1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烟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铜肽修护
冻干粉+铜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铜肽修护
冻干粉+铜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美肌肤管理&焕颜护理套盒-铜肽修护
冻干粉+铜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3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ROMEN'S羅門过水无痕防晕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4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uyamn好漾氨基酸水漾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62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嫩肤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6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嫩肤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6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Dulenbe杜兰博氨基酸嫩肤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6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美肤靓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70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烟酰胺弹润亮采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烟酰胺弹润亮采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烟酰胺弹润亮采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乐雅富勒烯补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微娅水润壹号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7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88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91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94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青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97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润肤搓泥宝啫喱（牛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39798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凝保湿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宝葛洪仌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24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轻透遮瑕钻石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轻透遮瑕钻石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轻透遮瑕钻石气垫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氢养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48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麦三重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51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71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琪莱透润无瑕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7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惠玻尿酸水光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888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迷宫自然卷翘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迷宫自然卷翘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 GONG ZHU俏公主迷宫自然卷翘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草沐御春 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4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水咕咚水亮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48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沐御春 温和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49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炫彩封面六胜肽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5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沐御春 温和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5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魔法口袋二裂酵母鲜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60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蓝铜肽玻尿酸补水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6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6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水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72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尽丝滑泡沫洁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82
广州大享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DW净颜清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39992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冻干粉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0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韵宝清滢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韵宝清滢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韵宝清滢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复活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复活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复活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5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瓷肌透皙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6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盛堂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70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东方香雅 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72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草之谜 玻尿酸保湿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80
广东诗丽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之谜 寡肽焕活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81
广东诗丽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鲟鱼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95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盈润水光冻干粉礼盒-盈润水
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盈润水光冻干粉礼盒-盈润水
光冻干粉+盈润水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09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益盛堂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06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盛堂腹部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17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益盛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19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益盛堂腹部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23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西润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74 广州西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蜜哒益生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雅康草本活力臻萃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砹色汇芯元素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砹色汇芯元素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砹色汇芯元素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197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UETHIN 八杯水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八杯水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八杯水盈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脂美人草本活力套Ⅰ-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莉莲臻萃蜂胶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赫莉莲臻萃蜂胶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赫莉莲臻萃蜂胶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0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丽芙蔻竹炭清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14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石乔植物精粹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15
广州一站式美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青春杏虫草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28 广州青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雪肌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59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雪肌蜜蝶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67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媚雅植萃清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75 广州雅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思美瑞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77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高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8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高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8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高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8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莹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88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温泉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温泉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温泉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29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丽电动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02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莱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06
广州圣米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10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KOVEI玛可薇糖果满屋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19 广州玛可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思美瑞女王秘密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20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迷你优婴儿紫草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36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維妮斯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3 广州市凡也贸易有限公司
爱蜜诗红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4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清爽顺滑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清爽顺滑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侧柏叶清爽顺滑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维纳姿神经酰胺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艾草清新嫩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艾草清新嫩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艾草清新嫩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5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生姜滋润净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生姜滋润净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生姜滋润净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柔顺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柔顺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何首乌滋养柔顺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苦参清爽娇嫩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苦参清爽娇嫩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苦参清爽娇嫩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素缇活性多肽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5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多肽眼部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8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舒适妈咪舒畅膏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69
耀立耀康大健康产业(广州)
有限公司

维纳姿熊果苷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7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多肽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7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SOD清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7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MONG RANG 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73 广州源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多肽眼部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7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海姿芙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8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纳姿神经酰胺安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84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本草菁橄榄油修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395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蔻丽嘉清肌净透冻干粉+清肌净透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00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素缇活性多肽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05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川芎杜仲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2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川芎清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5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燕窝水凝焕活修护冻干粉+燕窝水
凝焕活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燕窝水凝焕活修护冻干粉+燕窝水
凝焕活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燕窝水凝焕活修护冻干粉+燕窝水
凝焕活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1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2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韩珀泉电动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2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缇活性多肽深层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30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3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3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迪适美百合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38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神经酰胺安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4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4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蓝氏伽蓝本草 活力渗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84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蜜语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85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当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86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琳维儿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497 广州浩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美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00 广州凯媞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7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纳姿SOD水漾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8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纤渼源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8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姿诺 山羊奶醒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山羊奶醒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山羊奶醒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Zio’ees 明眸睛采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4
广州益哇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素缇活性多肽营养顺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8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肌颜羊胎素养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59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芳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02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玖芳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02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玖芳 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02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维纳姿透明质酸倍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0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SINITES生物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10
广州赛内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莞丽逆龄幻彩修护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23 广州维丽秀商贸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颜华肤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鹿小草玫瑰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30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雪莉米子 舒缓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3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糯特星空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空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空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4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酿颜冰泉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49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权富贵提拉塑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50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多肽亮颜冻干粉礼盒-多肽亮
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6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多肽亮颜冻干粉礼盒-多肽亮
颜冻干粉+多肽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6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肌底修护冻干粉礼盒-肌底修
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6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肌底修护冻干粉礼盒-肌底修
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7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荣钰闺密胶原蛋白固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671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阿杰尔 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23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30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语馨 玻尿酸补水滋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1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维娅美眸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6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布及雨何首乌古法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布及雨何首乌古法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布及雨何首乌古法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美眸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4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语馨 玻尿酸原液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759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肤原液+胶原紧致晶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1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维纳姿胶原多肽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2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珠溪岁月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溪岁月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溪岁月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缔桓洛诗清净套清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18 广州沙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语馨 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0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 小红帽原液精华护唇膏
（防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1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Shinzi Katoh 小红帽原液精华护唇膏
（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4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语馨 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5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 小红帽原液精华护唇膏
（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8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爱蜜诗弹力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29 广州尚朗贸易有限公司
倚娇水嫩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娇水嫩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娇水嫩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3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氨基酸奢养黑亮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40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艾兰仙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4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姜祛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55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姿然海藻胶原蛋白保湿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59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潘泉氨基酸牛奶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65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莞丽逆龄幻彩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67 广州维丽秀商贸有限公司
莞丽逆龄幻彩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70 广州维丽秀商贸有限公司



莞丽氨基酸蚕丝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73 广州维丽秀商贸有限公司
潘泉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79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溪岁月水润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溪岁月水润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溪岁月水润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氨基酸香水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3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辰诗梵燕窝奢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7 广州凯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维娅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8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醒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塑醒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塑醒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暨源天成美眸眼部套-美眸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0996
广州冉昀奥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纤山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00 广州雅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域·姿蘭臀部倩丽润养套精华油（3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雨微 蝴蝶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14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麗妍乙酰小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22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VW水光轻透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30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E LIZARD龙胆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39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天气丹华泫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4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凝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43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4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轩丝美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虾青素冻
干粉+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47 广州轩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W水光轻透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48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微沙尔水感活力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52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S37 修护紧致眼部套 - 紧致修护多效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0
广州益健益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完美小藻球精萃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37 修护紧致眼部套 - 紧致修护多效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3
广州益健益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本哲学微生态抗氧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5 广州市颜究院科技有限公司
kakaxi卡卡西净化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6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弯头眼线液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6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弯头眼线液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千百素纤连蛋白赋活青春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纤连蛋白赋活青春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纤连蛋白赋活青春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富勒烯原液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73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芝传植萃舒缓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86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芝传虾青素修护时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87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芝传芦荟海藻修护补水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91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芝传人参滋养时光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92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诺菲诗冰晶晒后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94
舒康肤（广州）医学护肤品
研发中心

植芝传寡肽祛痘多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96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嬷嬷宝水漾美肌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1098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代妮曼六肽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2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六肽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2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六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2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保湿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31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贵妇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39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葵儿氨基酸头皮呵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氨基酸头皮呵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氨基酸头皮呵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水蜜桃氨基酸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水蜜桃氨基酸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水蜜桃氨基酸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希倪黄金肌肽活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47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希倪酵母沁氧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5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希倪人参皙润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5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希倪鲜肌水漾芦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5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希倪烟酰胺光感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4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双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光感焕采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光感焕采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光感焕采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菡祛痘修护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0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祛痘控油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1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莞丽逆龄幻彩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3 广州维丽秀商贸有限公司

inVerse焕颜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76
广州富馨逆惟愢互联网有限
公司

inVerse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81
广州富馨逆惟愢互联网有限
公司

LVW柔光丝滑美颜散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82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锐变密码精致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84
海之青（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代妮曼六肽沁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8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妆妙姿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89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冰点修护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19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火山泥雪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1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5-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5-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5-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2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2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33-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33-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33-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9-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1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holan诗之岚肌源修护冻干粉+肌
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2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2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2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2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22-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22-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22-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8-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FUYUAN柏肤源 奢宠粉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8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古瑶曛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古瑶曛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古瑶曛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6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VW倾慕柔情滋润口红（19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79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VW倾慕柔情滋润口红（64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80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如妮缘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8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朵完美葡萄籽鲜粹清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8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 黄金小麦多效再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9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9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9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29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VW柔雾凝彩丝绒唇釉（20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06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VW倾慕柔情滋润口红（70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08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VW柔雾凝彩丝绒唇釉（2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14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2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2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2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VW柔光丝滑美颜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22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VW柔雾凝彩丝绒唇釉（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34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3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洛蜜樱花香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2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诺菲丽臻颜水凝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水凝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水凝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优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优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优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LVW柔雾凝彩丝绒唇釉（40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47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高泡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NO.2020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丽诺菲丽臻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VW倾慕柔情滋润口红（10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8 广州恒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59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茵六胜肽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茵六胜肽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茵六胜肽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诺菲丽臻颜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潘泉氨基酸舒缓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65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6-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5-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草本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草本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草本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肤兰清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含清肤净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清肤净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清肤净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11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4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肤兰清颜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4-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88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岑香玉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岑香玉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岑香玉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肤兰清颜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肤丽斯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丽斯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丽斯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氨基酸花香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1 广州全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惜颜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妈咪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丽斯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丽斯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丽斯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33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寇臻品奇肌莹润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45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0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韵艺活氧肌密水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4 广州芸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66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19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7-77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eiziSYU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meiziSYU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meiziSYU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2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2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2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5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13-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13-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13-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37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8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8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0/88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O-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O-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CIYO NATURAL&ORGANIC KERATIN 
COLOR CO-CL

粤G妆网备字2020041443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轻盈透滑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轻盈透滑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轻盈透滑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萨玛蒂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蓝铜胜肽舒缓修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如兰透明质酸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74 广州姬如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neybox松口蘑净透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75 广州韩妍会贸易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嫩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81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ID-PHHL保湿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85
美蒂菲进出口(广州)有限公
司

卸脏脏卸脏脏净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91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YU私定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9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YU私定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9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YU私定黑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159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顏癸人YANDECYL螺旋藻贵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05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圆美国际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06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龄宝藏冰泉明眸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1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三色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2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R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4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景祥牡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景祥牡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景祥牡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朝延美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多肽紧颜盈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169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麦古燕窝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04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HEIMNIS肌秘时光修护胶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54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维娅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56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袖妆妍竹炭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58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o9MAX Plant raw liquid care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77 广州市美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出水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出水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出水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精华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精华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精华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氏本草世家紧致按摩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17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燕嫒熹赋活紧致娇巧组合（背部套）赋
活植萃背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0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燕嫒熹赋活紧致娇巧组合（腹部套）赋
活植萃腹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0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燕嫒熹赋活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雅芙雪肌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火山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20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娜渲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22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娜渲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2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维娅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3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奈薇尔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璐易美博半糖乳酸菌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半糖乳酸菌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半糖乳酸菌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灵芝奢养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5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富勒烯蛋白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5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玫瑰保湿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5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勒凡焕肤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83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EYUE怡玥水光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91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净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缇雅·香集至臻肌底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899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00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玫瑰保湿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03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维娅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0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蔓美丽天使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蔓美丽天使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蔓美丽天使温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肌底水光保湿乳（薰衣草
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0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艾维娅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3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维娅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8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玫    牛奶蜂蜜滋养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37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tillafr富勒烯蛋白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tillafr富勒烯蛋白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tillafr富勒烯蛋白灯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洁净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4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媚惑丝柔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55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基底焕颜面膜（玫瑰水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5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VHZ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VHZ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VHZ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莲雅 滴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肌底水光保湿乳（玫瑰柔
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LAIMOLI莱魔莉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芸皙仙掌多效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芸皙仙掌多效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芸皙仙掌多效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6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莲花清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70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莲花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77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古罗斯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80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多效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1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亿莲雅 轻姿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肌底焕颜露（薰衣草清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美的默契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的默契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的默契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STAR 星魅尔烟酰胺宠爱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8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STAR 星魅尔烟酰胺真爱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1999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莲雅 轻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珮尼诗艾草活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艾草活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珮尼诗艾草活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铯季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26 广州市凡也贸易有限公司
卡圣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33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炫舞口红999（半城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38
广州市美腾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炫舞口红80（日落唇诱）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45
广州市美腾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妍之素熊果素莹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5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LUETHIN 小奶瓶水润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小奶瓶水润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小奶瓶水润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4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7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玉芙人覆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8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覆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8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覆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8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仙诗华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09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玫  磁石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00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XICUANME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0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eryard肌源修护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6
广州市颜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PON澜姿博快速干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19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慕希倪花青素愈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2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之密语植物精华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39
广州纤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谭氏熙妍 蝶形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2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婷碧泉经中控油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富勒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4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卡诺琳美肌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卡诺琳美肌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卡诺琳美肌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蝶形海洋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6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婷碧泉经后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经后皙润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4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谭氏熙妍 蝶形黄金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50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婷碧泉经前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15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REAL PURITY红石榴百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2211 广州市井雅商贸有限公司
赫龄知青春焕颜紧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220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人森林美肌润颜修复套-美肌润颜修
复冻干粉+野人森林美肌润颜修复套-美
肌润颜修复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2221
广州野人森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STAR 星魅尔烟酰胺真我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4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五月香草微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微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微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梦丽媛虾青素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虾青素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虾青素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亿肤润颜护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69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五月香草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真善美美妆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2
广州真善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五月香草润泽透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润泽透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润泽透亮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Greenlouch绿漾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enlouch绿漾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enlouch绿漾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五月香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爱丝凯童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柔润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丝凯童颜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9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丝凯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9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肤兰清颜固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FTEENPLY 茶树油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95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水漾深润嫩养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396
广州韩水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舞口红09（炫动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27
广州市美腾互联网信息服务
有限公司

蜜丛安瓶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31
广州市君赢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乔微娅 魅惑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35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雅琳玻尿酸滋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41 广州市圣丁堡商贸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淡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淡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盈润草本淡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赋活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50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驰天生姜颗粒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51 广州驰天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驰天温和柔肤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75 广州驰天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健安臣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495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伞花烃净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伞花烃净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伞花烃净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美肌焕颜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瑞-索比TR.SOEBi秀发韧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特瑞-索比TR.SOEBi秀发韧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特瑞-索比TR.SOEBi秀发韧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莉雅 清滢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23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冰淇淋水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2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鱼子酱焕采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瓷肌莹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黄金人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多肽雪颜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p&Eye Make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p&Eye Make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ICE WATER BRIGHT 
Lip&Eye Make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54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ALOE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ALOE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ALOE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7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CUCUMBER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CUCUMBER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CUCUMBER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69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Makeup Remover for Lip & 
Eye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Makeup Remover for Lip & 
Eye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Herb Day Makeup Remover for Lip & 
Eye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HONE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HONE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THEFACESHOP REAL NATURE HONE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7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 舒缓修护清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58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嫒熹赋活紧致娇巧组合（手足套）赋
活植萃手足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1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TOMIYA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1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OMIYA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1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OMIYA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1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OMIYA  SCA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1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Cleansing Foam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Cleansing Foam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Cleansing Foam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0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Lip & Eye Makeup Remover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Lip & Eye Makeup Remover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Lacvert Deep&Moist Double Action？ 
Lip & Eye Makeup Remover Advanced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3 广州雅芳制造有限公司

优颜美水润丝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24 广州美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冉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纤
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GDGD金箔璀璨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3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优颜美葡萄柚控油净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48 广州美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琅玉本草基底重组二合一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西雅琳熊果苷瓷肌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661 广州市圣丁堡商贸有限公司
安芙蔓舒缓调理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59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缔爱舒缓清爽走珠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71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WeGrow皮肤护理多肽冻干粉+护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7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黛束生姜养护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79
广州市微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Grow眼部护理多肽冻干粉+护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8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葆肤漫富勒烯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富勒烯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肤漫富勒烯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79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浩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0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LOEOU罗意欧小情趣香水系列清纯萝莉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03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小情趣香水系列性感夜店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05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柏姿氨基酸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1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高柏姿氨基酸香氛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1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博尔布里奇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4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ing斯奵蜗牛精华粘液香氛嫩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44 广州市澜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丽嘉虾青素冻干粉+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55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美肌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6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丽嘉恒润悦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71
广州萃芳集企业管理咨询服
务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白薇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7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型歌星空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88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优雨微 紫罗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00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传明酸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0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优雨微 百合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12 广州市朋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纳姿熊果苷焕颜原液+维生素C焕颜晶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14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黛丝淳薄荷劲爽男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4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菲兰斯二裂酵母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48
草法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肌旋律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50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续纯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续纯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续纯冻干粉+龙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6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驰天氨基酸润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2993 广州驰天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小眉好极细眉笔（自然灰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6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小眉好极细眉笔（百搭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6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小眉好砍刀眉笔（自然灰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LAIMOLI莱魔莉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72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小眉好砍刀眉笔（百搭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7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极细眼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7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极细眼线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8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鎏光绘彩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95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纳姿神经酰胺安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097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云分公司

玉肤兰清颜调膜液+玉肤兰清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0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肌旋律舒缓四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16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 柔顺宝冷基镜面发膜（免蒸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22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缇Diti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25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PHAR H 净透卸妆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2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驰天氨基酸奢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38 广州驰天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inVerse氨基酸多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49
广州富馨逆惟愢互联网有限
公司

圣拉帕妮奢宠深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3172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鎏金甜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01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鎏金蕙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02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蜜集冻干粉+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04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欧蜜雪儿鎏金秘密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07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泉秀肤泉溪悦颜冰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20 广州嘉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沐梵免洗净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23
广州佰佳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丝凯童颜焕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2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ZTI磨砂沐浴乳-牛乳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33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格寡肽补水修护冻干粉+寡肽补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3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寡肽补水修护冻干粉+寡肽补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3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格寡肽补水修护冻干粉+寡肽补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36
广州市欣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颜时代焕肌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3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古玥颜   莹润滋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莹润滋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莹润滋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品创优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弹力挂耳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47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雪儿鎏金深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54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龙血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龙血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龙血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妍莎水凝胶抚纹紧致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58
珂妍莎（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品创优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6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ZTI磨砂沐浴乳-矿盐净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64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光滑紧致咖啡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6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VZTI磨砂沐浴乳-VC亮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72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TUMC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75
恩思达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小忆丝氨基酸净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83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STAN魅力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90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焕亮小灯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9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29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舒肌修护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0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蓝铜胜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1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禾姜艾纤丝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0 广州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康宁头皮滋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3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雪肌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雪肌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雪肌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涵男士炭爽控油活性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涵男士炭爽控油活性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涵男士炭爽控油活性炭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2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3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玫瑰保湿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3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花印良品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3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3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REVISION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43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ISION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44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ISION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45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清透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卡梅拉18色光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18色光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18色光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5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LOEOU罗意欧 小情趣香水系列一见钟情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6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蕾丝骨胶原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6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 小情趣香水系列一生挚爱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37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基底焕颜面膜（薰衣草清
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09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烟酰胺肌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1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美之光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美之光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美之光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月牙隐形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31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6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3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6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3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SHADES银河系迷你腮红#MB06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35 广州市嘉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六肽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3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雅丹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52 广州迪纪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谷胱甘肽透亮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53 广州迪纪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寡肽紧致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54 广州迪纪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XICUANME人参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56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NLE纤乐 轻透丝滑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64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兰菲控油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66 广州韩兰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drating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drating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drating Facial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世葲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通养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4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修纹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0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水漾清肌净肤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26
广州韩水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韵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36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线雕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4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容易形美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4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跃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50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容易形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53
广州简体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旋律活性肽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55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7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7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泡泡吻Bubblekiss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75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海洋主义 舒润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0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UFINE 快乐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5 广州传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UFINE 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8 广州传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UFINE 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89 广州传承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韩兰菲乳木果清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597 广州韩兰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梵圣水光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07 广州铭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蔻颜草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21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爱一身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爱一身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爱一身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2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ume零距美天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28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1奶
油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3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韩兰菲清爽净透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35 广州韩兰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2杏
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3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6枫
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4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3玫
瑰山楂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4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4烟
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47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阿姿美尔男士俊逸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48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8人
鱼姬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5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9艳
阳暖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5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佑依 洁净卸妆水（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55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7草
莓蛋糕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5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10夏
日红茶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5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MERSTAR 星魅尔富勒烯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60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兰菲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79 广州韩兰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夜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8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RICEEF芮斯芙多效赋活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8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力色彩 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89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雪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9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雨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9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QOGLUK赤芍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OGLUK赤芍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OGLUK赤芍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旋律童颜新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14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草本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19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陪奇小猪倍爱优护柔嫩洗发沐浴露（二
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20 广州植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美莎妃玉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美莎妃玉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美莎妃玉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脐带精华肌因修护冻
干粉-脐带精华肌因修护冻干粉+脐带精
华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27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兰馨琳玫瑰花瓣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34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水光原生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3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水光原生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3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水光原生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3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iree水光原生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3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勒凡二裂酵母肌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43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莫妮诗燕窝奢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妮诗燕窝奢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妮诗燕窝奢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4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王妃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54
广州市蔻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汇集丽 鱼子酱菁华臻致修护发膜+沁润
保湿鱼子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5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缇雅·香集水清至臻基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5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DFLY蒂弗莱·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62 广州蒂弗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路黛尔舒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73 广州紫嫣堂贸易有限公司

植娜渲净化焕颜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76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r mela卡梅拉三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9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卡梅拉三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9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卡梅拉三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379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阿缇雅·香集肌底焕颜露（玫瑰水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04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FTEENPLY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29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黑松焕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黑松焕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黑松焕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3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黄金鱼子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CN润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莫妮诗三七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妮诗三七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莫妮诗三七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5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娜贝拉丝滑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6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凝时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7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丑鱼精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7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MULTI-EFFECT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MULTI-EFFECT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Hyaluronic Acid 
Moisturizing MULTI-EFFECT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POPO祛痘修护霜2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90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魅力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9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魅力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9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固体香膏（魅力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9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OPO痘后修护霜3 粤G妆网备字2020043899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好魅雅透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01
三生万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黛敷尔蜂巢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0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玫瑰纯露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12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CN防皱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防皱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防皱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防皱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2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OPO抗痘控油洁面乳1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25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芊芊一抹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31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水蜜桃丝滑单色腮红05蜜
桔糖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3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JINLANZHIYI金兰之谊芊芊一滴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36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魅雅臻皙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39
三生万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慕霖兮芦荟胶（凝缩精华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6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精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7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色鸟 烟酰胺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85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蓓奢宠养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奢宠养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奢宠养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9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LUE LIZARD紫草精萃多效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3999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0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精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0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爱魅力特硬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05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SE MAGE玫瑰檀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08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SENSE MAGE海盐橡木苔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17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SE MAGE琥珀黑醋栗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1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SENSE MAGE柑橘小苍兰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3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兰馨琳木乃伊焕肤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SE MAGE龙涎白玉兰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7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明眸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明眸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缘CHUYUAN明眸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透皙美肌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3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SE MAGE石榴广藿香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33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SENSE MAGE麝香葡萄柚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37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兰馨琳修护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3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 Rシルキーパウダー（AM00）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5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Rシルキーパウダー（AM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5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睿傅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5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CN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 Rシルキーパウダー（AM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6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ΛIXINMΛY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84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灵本草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85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好魅雅魅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86
三生万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韵淇草青春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87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旋律舒缓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091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琉璃水光唇釉726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1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琉璃水光唇釉725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1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束银河琉光丝滑眼线液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41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柯嫚熙多肽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59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SENSE MAGE丝柏佛手柑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69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柯嫚熙深海鲟鱼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71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SENSE MAGE香草铃兰香水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74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柯嫚熙多效优化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77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珂束银河琉光丝滑眼线液笔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88
广州市曼珞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1浮生若梦 粤G妆网备字202004419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恋姬黑灵芝首乌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黑灵芝首乌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黑灵芝首乌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1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道必达辣木耔舒肤滋养沐浴乳（木质纯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18 广州道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灵动晶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灵动晶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灵动晶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水质感轻羽氨基酸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4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亮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亮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亮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MAX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55
广州笛玛希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秘颜萃物冻龄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颜萃物冻龄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颜萃物冻龄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心美 蓝风铃修护柔顺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70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妍泉瓷娃娃臻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27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虾青素紧致冻干粉组合虾
青素紧致冻干粉+紧致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0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汇百丽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21 广州维森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萌尼丝头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22 广州萌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馨妤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28
广州保莉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恩奈斯 水感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40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灵动调色微电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4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美时光男士修护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43 广州极美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众成家清透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4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丝迪劲能喷发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57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瓷肌光感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5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媚惑丝柔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67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yacki mendy舒缓柔肤粉+yacki mendy
舒缓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70 广州嘉恒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81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81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RAY24K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81 广州市美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MOU胶原抗皱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83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诺芘歌淡印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388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槿小分子玻尿酸小吊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01 广州玖紫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一枝春婴儿肌润透补水按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婴儿肌润透补水按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婴儿肌润透补水按摩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宇鲜萃调理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04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六胜肽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12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宇鲜萃心生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20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宇鲜萃心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22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瓷娃娃隐形蚕丝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3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凤宇鲜萃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39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香源隔离防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51 广州幽香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YH-Ⅱ库拉索芦荟沁肤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53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贾古拉山茶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75
乐肤健康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金致臻颜奢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78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玻尿酸面膜（透明质酸钠补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80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护肌修颜冻干粉+佰草护肌修颜冻
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81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贾古拉山茶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84
乐肤健康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贾古拉金缕梅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86
乐肤健康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inVerse焕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89
广州富馨逆惟愢互联网有限
公司

肤本质素颜防护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494 广州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U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2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澳芙雪沁润新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5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多肽娇颜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芙雪清透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09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芙雪水漾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12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伊美女神肌肤净透焕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13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2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EPHY甲油胶闪粉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4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PHY甲油胶闪粉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4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PHY甲油胶闪粉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4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67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泉美净透滑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70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圆美国际白薇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71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五谷净颜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5含苞待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9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妤菲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94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4日光倾城 粤G妆网备字2020044597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2浅末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0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3怦然心动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0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千金肌肽嫩透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05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凝色水漾唇釉CCR06暮色迷失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0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千金胎盘素细致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07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谜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1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1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16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娇千金愈创木莹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21 广州娇仟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CD速描浓黑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27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蓝佧 美肤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33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色琉光眼影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3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琉光眼影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3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NLICS恒莉姿天鹅绒雾光亲肤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天鹅绒雾光亲肤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天鹅绒雾光亲肤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4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枣澄娇豆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49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孜丽富勒烯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52 广州合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道夫轻柔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82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雪花娃娃雪肌多效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87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姿魅影QIANZIMEIYING小颗粒海藻保
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92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VC活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695 广州迪纪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梅香水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759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圣梅香水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770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维他命修护冻干粉组合维
他命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790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圣梅香水香氛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01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适心美蓝风铃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03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豆猫明眸速干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0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可道夫滋养修护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19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旧迷楼昼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33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妍诱芙富勒烯蚕丝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38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萱肌冰点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派活肤焕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活肤焕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活肤焕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TGIRLS植物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6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玛思红亲亲定妆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61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亲亲定妆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62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face 洋甘菊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64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滋色琉光眼影膏05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痘谜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8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8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84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滋色琉光眼影膏03 粤G妆网备字202004489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碧丝寡肽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05 广州赑箩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必达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09 广州道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雅典集莲之影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11
广州馨雅典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LOEOU罗意欧 小情趣香水系列燃情之夜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13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妆美愈胶原蛋白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妆美愈胶原蛋白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妆美愈胶原蛋白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1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EPHY甲油胶实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27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PHY甲油胶实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27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PHY甲油胶实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27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若黛 靓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靓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 靓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淓泽植萃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植萃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植萃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植萃莹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植萃莹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植萃莹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LYW黑头导出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3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淓泽莹润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莹润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莹润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4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安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安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安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杨思雨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杨思雨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杨思雨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毛孔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59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水漾无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71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昌峰羊胎素润颜保湿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75 广州市昌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海洋之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80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淓泽安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安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安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8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9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璞幂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4999 广州香蕉魔盒贸易有限公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保湿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010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周嫩四百烟酰胺净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012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达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54
六妙古法养生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韩碧泉山羊奶清润滋养五件套山羊奶清
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57
广州市金栢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碧泉山羊奶清润滋养五件套山羊奶清
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58
广州市金栢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雅颜山茶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0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罗美泉透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2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富勒烯透亮灯泡肌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士尼精致塑形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67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青春驻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84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必达免洗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85 广州道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蜜妍美肌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89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亮采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93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保湿紧致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299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VSCF七夜留香香水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18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怡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19 广州佩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22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奈斯恋奢华修护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31
广州市翰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雨妍皙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皙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皙颜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杰列斯男士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35
广州市爱茉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会美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思漾透骨草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透骨草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透骨草量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牡丹赋温泉水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3 广州百利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富勒烯水光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4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雨妍水份源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水份源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水份源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5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媞纳斯墨藻清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舒缓净痘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59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净澈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净澈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宜可HAOYIKE净澈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生小分子肽修护冻干粉+小分子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6
广州水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7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83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宝丝迪·托蒂魔幻特硬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89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魔方银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90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魔方蓝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92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芙雪清肤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94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尔黛诗水密润温感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398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积雪草修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0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YEZUSINYI悦妆施吟蜂王浆双萃精华粉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05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妍柔肤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妍柔肤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妍柔肤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贝诗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迪时潮特硬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7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媚妆颜净颜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媚妆颜净颜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媚妆颜净颜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1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佳人奢冰肌赋活臻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奢佳人奢冰肌赋活臻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奢佳人奢冰肌赋活臻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奢梵時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咖啡因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7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7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黄金美容液多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7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夏草之迷 植物柔润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8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臻窈舒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88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窈臀腿弹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90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亲肤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99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亲肤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99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亲肤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499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 FW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1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奈俪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臻窈紧致弹力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8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窈臂背光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11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0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0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0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臻窈紧致焕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3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积雪草修护保湿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7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7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7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臻窈丽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28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栋睫毛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0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珀肌颜复活草提亮水润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龄知玻尿酸肌底水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36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不沾杯雾感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4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来清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43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思漾纤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纤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纤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法缇丽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3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國棟马鲁拉果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70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暨诗颜可溶性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7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逆龄冻干粉套盒-冻龄冻干粉+冻龄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1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HINOCORT 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RHINOCORT 谊萃淳透明质酸保湿多效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秋水俪姿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6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瑜堂胸部养护套-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8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89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草本
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0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1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al Purity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7 广州市井雅商贸有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598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比酷银离子海盐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比酷银离子海盐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比酷银离子海盐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肽红颜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6 广州公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黛诗汀DASETTI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7
广州黛诗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曼迪嫩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09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祛痘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1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佳人奢多肽臻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1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奢佳人奢多肽臻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1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奢佳人奢多肽臻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1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修瑜堂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26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蔓柔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2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瑜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28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蔓柔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32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依 洁净卸妆水（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39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春夏草之迷 植物水漾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6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纯沁坊素颜凝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素颜凝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素颜凝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鲜活亮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鲜活亮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鲜活亮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润泽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润泽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润泽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7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酚莹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酚莹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酚莹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透芮富勒烯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8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淓泽 多肽深层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深层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深层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8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9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9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9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卡露雅 氨基酸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693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虞淓泽洋甘菊新活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洋甘菊新活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洋甘菊新活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滋色透润无瑕CC棒（MW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沁坊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素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清畅无忧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腰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透润无瑕CC棒（MW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2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维娜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33 广州盈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背部舒养调理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雅 氨基酸蛋白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62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卡露雅 氨基酸蛋白滋养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7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卡露雅 氨基酸清爽嫩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78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金雨妍皙颜焕彩透润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皙颜焕彩透润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金雨妍皙颜焕彩透润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0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奈俪植萃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奈俪植萃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纯沁坊清肌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清肌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纯沁坊清肌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融臻柔美膜丽贴I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37
美丽今生（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俊尼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70
广州柏卡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嘉美钻面三色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7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钻面三色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7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钻面三色恒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74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俊尼清透修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76
广州柏卡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源益笙舒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84 广州巨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源益笙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87 广州巨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源益笙舒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89 广州巨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富勒烯蝴蝶气垫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93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富勒烯防护蝴蝶气垫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5896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5915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清颜祛痘专属定制套-十肽修
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594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清颜祛痘专属定制套-清颜净
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594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足部净爽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02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LAHR 美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AHR 美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AHR 美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IVA CIARA迪瓦席亚拉高清美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30 广州臣林灏商贸有限公司

MOCAY神经酰胺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3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欧诺弥亚烟酰胺香氛沐浴露+假丝酵母
精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46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原质瞬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6085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伊美六胜肽女神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15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星运迷你小口红套盒 
329少女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1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歌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20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宇鲜萃心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27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羊胎素美颜肌修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羊胎素美颜肌修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羊胎素美颜肌修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3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tion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臻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臻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臻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净化套-胸部草本净化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雅颜山茶润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8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团结力多肽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多肽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多肽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久康胸部草本护理套-胸部草本护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来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去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紧致抗皱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4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玻尿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8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也西事后清晨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199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一百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08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百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08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百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08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活力平衡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康之脉透骨草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净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29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兰公主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36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40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 浪漫爽滑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4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墨兰公主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45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4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49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可溶性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5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燕窝奢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燕窝奢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燕窝奢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5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妃净美草本雪晶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59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净美草本雪晶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63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净美草本雪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6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周嫩四百富勒烯亮采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279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成家多肽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0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玉姬玉肌复合肽多重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11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丽娜雪肌调膜液+雪肌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13
广州修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玉姬焕颜益生菌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14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丽娜雪肌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16
广州修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丽娜雪肌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18
广州修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n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vn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vn蓝铜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YW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B 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2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玉姬焕颜酵母菌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7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玉姬焕颜花青素舒缓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29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玉姬焕颜酵母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37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影保湿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39
广州君赋卿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妍肌妍富勒烯胶原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41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玉姬焕颜益生菌新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43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晶润抚纹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376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瑿生美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0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0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水光焕彩隔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02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净透轻享冻干粉+净透轻享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0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碧泉山羊奶清润滋养五件套山羊奶清
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19
广州市金栢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美简爱富勒烯补水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21 广州市天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AY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也西征服之谜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486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韩回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14
广州鑫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弥猫睫毛专用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16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1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受女王 芊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受女王 芊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受女王 芊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语颜臻颜奢宠密集修护水润膜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2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来氨基酸柔顺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4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 DENESE 3X Show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0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OAC SPA TURMERIC SHOWER BATH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1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田男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obbi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Hair Remov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5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青春不毕业立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66 广州森屿鹿贸易有限公司

颜来温和滋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57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娜肌肽御致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御致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御致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肌肽臻萃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ZD骨胶原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24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伊诺免洗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41
广州市伊诺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娜思ANNASI花漾倾心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42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玉面芙蓉鲜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焕颜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焕颜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焕颜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水灵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水灵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水灵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OXC鲜草石斛倍感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67
广东仙草石斛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淑裸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71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ESD2艺细丝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72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LAB.R丝胶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80
广东人为峰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METGIRLS 蜜格丝熬夜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8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浅色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御铭堂黄金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697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0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美颜双头遮瑕膏液DGY01-遮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0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铭堂靓妍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11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美颜双头遮瑕膏液DGY01-遮瑕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1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草舒润护肤素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20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美颜双头遮瑕膏液DGY02-遮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23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美颜双头遮瑕膏液DGY02-遮瑕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2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阑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阑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阑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O﹠TONG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PAI葡糖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葡糖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葡糖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AO﹠TONG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5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现烟酰胺焕颜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5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烟酰胺焕颜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5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烟酰胺焕颜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57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ZERO AGE樱花蛋白聚糖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58
广州伊氏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CDU纤长柔滑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6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HAO﹠TONG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6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雨秀芙人参贵妇幼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人参贵妇幼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人参贵妇幼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清护花蕊清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792 广州市合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蓝铜
胜肽理肤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0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蓝铜
胜肽理肤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0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蓝铜
胜肽理肤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0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CTRUE烟酰胺透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0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色彩纤细睫毛膏04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13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色彩纤细睫毛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16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色彩纤细睫毛膏03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17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色彩纤细睫毛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20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专家痱子净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4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莉妍泉臻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68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油康宁清爽飘逸型双支植物控油组合清
爽飘逸型头皮净养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24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Rose Siling娇美紧致冻干粉+娇美紧致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29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LEAWEA丽莉薇小辣椒水粉唇釉 至美
番茄00#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58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小辣椒水粉唇釉 小辣
椒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62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小辣椒水粉唇釉 焦糖
红棕04#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64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美科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海绵微晶粉修护溶液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46993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康宁活力养发型双支植物首乌健发组
合活力养发型植物首乌舒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03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 FA睫毛滋润修护精华套装-睫毛滋
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小辣椒水粉唇釉 牛血
色08#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2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ET亮颜嫩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4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BLET亮颜嫩肤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37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舒润畅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54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肩颈肌肤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58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罪爱·夜城香水特硬造型护理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59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 SONNA模梳立体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60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绿豆清肌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7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娇美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0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泛醌
焕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泛醌
焕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泛醌
焕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虾青
素美肌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虾青
素美肌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虾青
素美肌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叶绿
素保湿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叶绿
素保湿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叶绿
素保湿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墨滋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094 广州市金墨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欧丝姜蓉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10 广州弘翊贸易有限公司
媄蔻老姜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11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秀韵草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15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净透焕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18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角质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1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24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RAGAMO洛伽蒙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25
广州洛伽蒙香薰香料有限公
司

易见美光果甘草精华液+易见美凝采光
亮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2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采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32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采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3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肌能调理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42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火岩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47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柔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50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莉芙泉保湿嫩滑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保湿嫩滑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保湿嫩滑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EVAHOUS大地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64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丽兰焕颜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1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团结力营养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营养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营养离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滋养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滋养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团结力滋养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安臣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86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多效丝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193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亖槿尊贵养护套盒植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01
广州卡嫚珊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亖槿尊贵养护套盒舒畅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02
广州卡嫚珊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雅妃德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0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博澜坊多效丝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06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泊尔水活冰点防护套盒-水活莹润冰
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0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渺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渺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渺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泊尔水活冰点防护套盒-水活清透冰
点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沙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24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创萱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32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创萱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37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3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4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45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4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5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献慕密罗木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5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霏沁轻盈水漾隔离霜 1#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60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暨创萱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61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亲娘亲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6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峰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65 广州市昌峰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视黄醇精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视黄醇精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视黄醇精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7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霏沁轻装靓颜气垫CC霜 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77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霏沁轻盈水漾隔离霜 2#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8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菡妙雪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8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8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8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电动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392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贝死海矿物泥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01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HAO﹠TONG富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3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角鲨烷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3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D2悦活新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3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JOXLOVER國花香水-桂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42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释青春雪域凝萃固态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52
广州御魅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5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藏红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5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RB 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6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ONLYRAN奥洛颜蜂王浆凝时抗衰精华乳+
富勒烯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6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檬秀儿芦荟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748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宇鲜萃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03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肌底修护
多肽冻干粉+肌底修护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甜逗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逗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逗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耀美姿人焕约轻奢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美姿人焕约轻奢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美姿人焕约轻奢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堂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41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姜华堂姜花滋养健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49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BAZARYER巴莎丽尔匀皙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5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米娜氨基酸净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氨基酸净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氨基酸净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由膜法黑米纯净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58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无缺海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02
广州聚合众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臻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透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透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透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4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黄金多肽逆龄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 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 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 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 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7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多肽雪晶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8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寡肽雪晶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8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赋活雪晶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8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esee鱼子酱胶原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699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GSG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02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鑫米娜玻尿酸水凝透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玻尿酸水凝透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玻尿酸水凝透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臻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富勒烯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30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誉美佳蓝铜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38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良优品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初良优品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4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自臻美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美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美肤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O﹠TONG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维生素C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潇雅人参阿胶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人参阿胶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人参阿胶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肤人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肤人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肤人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玺集团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玺集团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玺集团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多肽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77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8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8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8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蒂姿 玫瑰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96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拉拉贝斯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798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侑秀YOUXIU 植萃精华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03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记蓝铜胜肽明星挚爱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蓝铜胜肽明星挚爱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记蓝铜胜肽明星挚爱水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O﹠TONG加拿大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0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卸脏脏净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16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菁樱花香水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17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自臻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丝柔香氛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FC丝柔香氛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FC丝柔香氛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鱼子菁华轻透无瑕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3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鱼子菁华轻透无瑕粉底液02亮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沁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沁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米娜纯净保湿修护沁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A 光采盈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46
广州睿锶汀化妆品销售有限
公司

依黛芳娇神经酰胺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5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西亚黄金淡纹润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0
广州沁西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嘻嘻角鯊烷魔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嘻嘻角鯊烷魔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嘻嘻角鯊烷魔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活性肽修护组合-活性肽修护溶
酶液+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4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活性肽修护组合-活性肽修护溶酶
液+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6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纷绿茶精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7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帝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帝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帝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9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芯玉姬玉肌益生菌新生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899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O﹠TONG酵母赋活肌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0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蜂王浆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1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se Siling娇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16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O﹠TONG六胜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1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美姿之俊紧致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19
广州科圆美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2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2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2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國棟亲肤光感粉底霜（NO.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24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inVerse焕颜修护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25
广州富馨逆惟愢互联网有限
公司

國棟亲肤光感粉底霜（NO.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32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蜜桃酵母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36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净美草本雪晶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47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蕾卡尔葡聚糖焕颜紧致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55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XLOVER國花香水-牡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65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國花香水-荷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67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米佐雅可卸甲油胶（黑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68 广州冰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颐养修护套组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6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吉瑞欧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70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XLOVER國花香水-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72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onia Hall 臻颜蜂蜜深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76
广州和睦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XLOVER國花香水-兰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7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80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多效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8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端妆国肌漠之光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7985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D2奢巧幼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25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D2奢巧幼肌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2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兰缇莎玻尿酸倍润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2
广州兰缇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源美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6夜店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7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5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哑光口红 #05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7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精醇古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79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一生挚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8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梦中情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87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夜暗女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9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透明磨砂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93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取宠水凝清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97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AIMANPU黛曼普倾慕丝绒三色口红 328
暖红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48098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EUCONA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闪烁流星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膜法门富勒烯逆时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09
广州福美莱网络科技投资有
限公司

SHAO&TONG咖啡因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1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MANPU黛曼普风情雾面眼影（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21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钻石灵动眼影（金葱）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2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魅惑琉璃眼影（土豆
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26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汉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汉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汉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PROTECT & GLOW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PROTECT & GLOW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PROTECT & GLOW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FA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LGEE雪阁宫廷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宫廷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宫廷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8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肌因肌妍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62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YH-Ⅱ小奶瓶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3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UCONA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少女星空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爱尚肌因氨基酸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5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肌煦富勒烯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77 广州肌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肌因肌妍逆龄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80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肌因肌妍依克多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85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肌因肌妍舒缓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388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肌因肌致柔润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05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nuos诺色水晶貂爆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0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肌因肌致柔润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12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肌现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29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雍修堂沙棘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3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炫浮云朝露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47 广州维登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SON DER多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49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八杯水紧致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8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八杯水紧致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8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八杯水紧致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48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BLACK 玻色因蓝铜肽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玻色因蓝铜肽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玻色因蓝铜肽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00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洛妍玻尿酸水光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03 广州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0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草本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范柔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柔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柔玻尿酸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氨基酸水润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3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氨基酸水润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3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氨基酸水润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3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夕皙膜丽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40
广州美夕皙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IT'S-7光润透亮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54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國棟水光肌底修饰双效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58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ZSRS肌源动能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0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峰羊胎素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1 广州市昌峰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肤源动力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2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亦烟酰胺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3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RS肌源动能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4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SRS肌源动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6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娜斯后发泡洁面啫喱（慕斯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7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斯舒缓净颜卸妆泡泡（慕斯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肤泉肤源动力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69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芳溪谷橙花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0
广州市李斯丹妮化妆品有限
公司

自然之友多肽修护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1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安晴贝儿ANQING BELLE  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亮肤泉肤源动力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3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友多肽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76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友多肽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80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友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84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首嘉瑶净舒养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597
广州养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ZIKOU烟酰胺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22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峰滋润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35 广州市昌峰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aar 100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科创优品水母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水母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科创优品水母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Disaar 10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4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弥猫自然精细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54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德克林娜老姜王强韧发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55 广州天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弥猫自然精细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56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弥猫自然精细眉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57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即美初活肤能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70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豹纹纤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72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YO.YAN 莜妍梦境绒雾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84 广州香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菁纯菁纯致爱皙颜套 臻菁纯菁纯胶
原蛋白原液+臻菁纯菁纯胶原修护冻干
絮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88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朗皙水青冈肌初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9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阁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699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D轻松好自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4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轻松好自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4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轻松好自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4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清护净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57 广州市合一保健品有限公司
YLD马背秀英姿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马背秀英姿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马背秀英姿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7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mei  100g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8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100g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8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100g  CHARCOA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8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漂漂闺蜜补水顺滑护发乳 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88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ANJING 60ml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60ml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60ml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漂漂闺蜜滋养修护护发乳 炫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2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ANJING 150ml SHAV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50ml SHAV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50ml SHAV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00ml BEARD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5ml*60pcs collagen 24k 
pure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5ml*60pcs collagen 24k 
pure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1.5ml*60pcs collagen 24k 
pure gold ey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50ml collagen 24k pure 
gold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50ml collagen 24k pure 
gold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50ml collagen 24k pure 
gold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30ml EMERGENCY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30ml EMERGENCY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NANJING 30ml EMERGENCY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7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漂漂闺蜜柔亮丝滑护发乳 炫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00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aar 5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0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0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g RAPID RELIEF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0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西铂温和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温和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温和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积雪草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积雪草净澈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4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鎏光焕亮水光隔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5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玉姬多肽防护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873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24k gold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24k gold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24k gold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g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g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g Whitening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天孕骄阳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孕骄阳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孕骄阳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和香铺人参当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人参当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人参当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丽塑颜悦龄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5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淼蒸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淼蒸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淼蒸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塑颜悦龄按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29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美思意轻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33 广州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焕颜水养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34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焕颜水养套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41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焕颜水养套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42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焕颜水养套美肌水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46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焕颜水养套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49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R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烟酰胺亮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Vリップスティック916#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Vリップスティック920#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Vリップスティック905#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思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60 广州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O﹠TONG烟酰胺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6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陈艾源魅源净化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6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PSL SIGNATUPE LINE 古龙香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73 广州市宁洛贸易有限公司
陈艾源水滢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8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粉蔻玻尿酸防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94
广州千蔻千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耀美姿人溢彩持色哑光唇釉 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美姿人溢彩持色哑光唇釉 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美姿人溢彩持色哑光唇釉 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9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光果甘草密集焕肤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8999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姜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姜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姜丹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幕美肌粉底隐形丝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04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Vリップスティック917#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草悦肌玻尿酸水嫩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悦肌玻尿酸水嫩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悦肌玻尿酸水嫩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寡肽滋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寡肽滋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ARR寡肽滋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1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特森美肌水感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54
道森（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莎莉睿康 臻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臻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臻萃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肌町益生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66 广州花信商业有限公司

莎莉睿康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meal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77 广州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龄瓷肌晶透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83 广州赫兰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西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87 广州雯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恬茵焕亮青春套（青春修护冻干粉+青
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89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美莛美颜修护套（美颜修护冻干粉
+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1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恬茵美颜修护套（美颜修护冻干粉+时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2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美莛焕亮青春套（青春修护冻干粉
+青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3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美蒂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ist State魔易丝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01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YLD轻盈玲珑肌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0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轻盈玲珑肌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0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轻盈玲珑肌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0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女神草本秀身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0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水质感轻羽软滑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臀部舒润养护套-臀部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臀部舒润养护套-臀部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臀部舒润养护套-臀部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艾源养颜清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2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凝玉温和养护套-凝玉温活
草本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凝玉温和养护套-凝玉温活
草本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道凤来仪凝玉温和养护套-凝玉温活
草本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氛小分子玻尿酸赋活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39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尧瀛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瀛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瀛氨基酸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小语燕窝智慧修容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小语燕窝智慧修容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小语燕窝智慧修容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光果甘草密集焕肤亮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61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专家宝儿康维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7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仙花神草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花神草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花神草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珠后邂逅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86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莎兰德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影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193
广州君赋卿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姿玉颜烟酰胺水光涂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02
广州佰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媄蔻玫瑰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06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艾源通润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0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蔻润滑玫瑰牛奶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10 广州薛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艾源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1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1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1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1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美天生黑钻莹透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27 广州翌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梵薇富勒烯玻尿酸抗衰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2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30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芭侬烟酰胺净透焕颜小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41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陈艾源腰腿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4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麒麟
竭靓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6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麒麟
竭靓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6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五色冻干旋律套组-茜如娇麒麟
竭靓颜冻干粉+茜如娇光彩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60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尚慕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285 广州蓓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简颜究颜小样战痘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10 广州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花朵泡泡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1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1#西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1#西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1#西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柔皙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3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24K黄金烟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8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3#酱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3#酱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倾慕丝绒雾面唇釉03#酱梅子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肌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3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希雅多肽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0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植润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03
广州紫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鲜绿叶肌肽玻尿酸巨补水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13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H' S玫瑰水嘭嘭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1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上俏佳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上俏佳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上俏佳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3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国色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姿国色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姿国色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aseina soft crem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soft crem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soft crem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loe Vera 
exfoli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loe Vera 
exfoli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Aloe Vera 
exfoliat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4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SKinnut红石榴滋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54 广州润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BI-WHITE reve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BI-WHITE reve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BI-WHITE reve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妮希雅多肽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品鱼子酱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89 广州艺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208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91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之冉葡萄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葡萄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葡萄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9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雯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498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曼年华人参珍珠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人参珍珠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人参珍珠滋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雯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6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空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雯羊胎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09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颖女人香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女人香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女人香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0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水光针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水光针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水光针5KG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纤细眼线液笔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7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纤细眼线液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2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莎莉睿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汀裴俪祛痘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5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mei 100g collagen 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100g collagen 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mei 100g collagen snail soap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普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8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普利美颜冻干粉+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8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芙优选水感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86
广州市晨竑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漂漂闺蜜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乳 炫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49594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re bottle氨基酸植萃温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00 广州曼德泰勒商贸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蜗牛精粹修颜美肌BB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12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ve笛乐妃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3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  海藻之谜活蛋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4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分阿丽纤连蛋白赋活肽修护组合（纤
连蛋白赋活肽修护冻干粉冻粉+纤连蛋
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45
广州美佳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院

荟雯莹润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53
广州市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希雅多肽净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5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5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玫瑰精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1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irea M 碎发梳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6
广州众上投资控股集团有限
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净透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496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 520#樱
花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0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NLANSHIGUANG深蓝时光奢养肌活原
浆生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14 广州诺米多贸易有限公司

芸夫人盈润滋养淘米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22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舞丝纤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31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蓓尚幻彩轻盈散粉12#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33 广州蓓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火山泥控油劲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3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XISTREAM溪兮氨基酸靓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43 广州骞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aar 10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5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5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75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暨创萱深海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03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極古芳亮肤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05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水漾高保湿轻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1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草本活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CHARCOAL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CHARCOAL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100ml  CHARCOAL 
WHITENING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雾色梦境固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4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芝参林水光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48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月香金银花洁净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54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萃艾源红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aar 8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8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80ml REFRESHING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g collagen snail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g collagen snail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g collagen snail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0ml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0ml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0ml ALOE VERA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6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60ml ALOE HAIR GROWE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7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60ml ALOE HAIR GROWE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7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60ml ALOE HAIR GROWE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7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YCNRS灵芝微晶清肌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7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富勒烯胎盘素亮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49883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鸿草本精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08 广州启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微晶清肌精华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1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呼吸鱼子酱深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67 肌因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易小龄EXIAOLING EN极润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86
广州市诚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9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9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9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情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49994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LACK 焕亮璀璨晶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0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焕亮璀璨晶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0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焕亮璀璨晶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0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轻装靓颜气垫CC霜 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19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秀若兰水漾丝柔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25 广州正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蕊五天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28
广州妙蕊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2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weet City都市甜心矿物控油丝滑蜜粉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Sweet City都市甜心矿物控油丝滑蜜粉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Sweet City都市甜心矿物控油丝滑蜜粉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舒奈美丝蜜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2
舒奈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面子計尊享体验套-肌活分子液（体验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5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37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4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玛尤雾之吻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4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5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55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 水蕴致润舒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5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貴雅顔蓝酮胜肽黄金精华液+黄金蛋白
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65
广州市贵雅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冻龄壹号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微儿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75 广州大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品香氛珍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092 广州艺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艾源鸸鹋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0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丝媞焕颜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06
广州欧涞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芙恋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08 广州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云感蔷薇鲜肌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云感蔷薇鲜肌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云感蔷薇鲜肌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夫人轻盈滋润淘米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7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谷富勒烯柔和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79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STAR 星魅尔烟酰胺夜魅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90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兰诗黛典藏埃及蘑菇气垫嘭嘭霜23#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197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汀裴俪视黄醇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01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17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18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19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4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20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5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21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6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22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丝绒臻致口红 C07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23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VISION多肽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1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泡泡水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泡泡水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3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YLD站在高岗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站在高岗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站在高岗上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娢美人银离子修护受损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修护受损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修护受损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nuos诺色21天毛孔酵醒净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6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兰诗黛典藏埃及蘑菇气垫嘭嘭霜22#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1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燕荟虾青素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虾青素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虾青素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蓝酮胜肽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蓝酮胜肽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蓝酮胜肽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露兰氨基酸温和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氨基酸温和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氨基酸温和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兰诗黛典藏埃及蘑菇气垫嘭嘭霜21#
（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81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哑光唇釉 521#糯
粉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8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烟酰胺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烟酰胺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烟酰胺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富勒烯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富勒烯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燕荟富勒烯水光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29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斯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1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浦西芬尼冰凝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26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27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anchen甜晨 沙棘植物黄金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2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色之谜富勒烯蝶式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31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思ANNASI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56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泉富勒烯冻干粉+富勒烯滋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5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LD天使的翅膀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天使的翅膀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天使的翅膀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粉红色浪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粉红色浪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粉红色浪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6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汀裴俪玻尿酸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95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澤茜营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9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植澤茜营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9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植澤茜营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39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卡露雅 毛孔收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03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AHCaesthetic hydration cosmetics 
透亮美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11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PODA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13 广州芊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倍特紧致弹润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41 广州米卡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娢美人银离子止痒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4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止痒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4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止痒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4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魔薰三荣魔薰小苍兰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49
广州市三荣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MRS.JD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5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anchen甜晨 无患子植物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61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隔离防护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7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福狂野漫谷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86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狂野漫谷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86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狂野漫谷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86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研玑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90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黄金肌肽二裂酵母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49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精细造型眉笔04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0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丽植源柔润舒缓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86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新暖男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新暖男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新暖男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爽活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爽活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清爽活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5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美罗塑形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美罗塑形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福美罗塑形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冰感运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冰感运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冰感运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妮曼草本益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7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悦妆施吟蜗牛精粹修颜美肌BB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08
广州媄萃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VD酵母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21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至美天生黑钻紧致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34 广州翌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尚妆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5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尚妆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5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尚妆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5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媤  赋活莹润植物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56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葛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5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葫芦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6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YLEAWEA丽莉薇有氧呼吸泡泡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72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迪琳特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
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7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迪琳特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
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7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迪琳特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
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7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DA烟酰胺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79 广州芊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臻润赋妍提拉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689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冰肌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05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丽植源舒缓安肤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22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肤美小红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7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鱼子酱胶原水凝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鱼子酱胶原水凝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鱼子酱胶原水凝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莲花冻干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786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维娜美肌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33 广州盈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植赋活植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40 广州今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 燕窝臻颜水润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52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施帝玥珑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58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质感水光唇釉 802星河山野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6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质感水光唇釉 804一眼万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6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质感水光唇釉  803坠落婚礼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6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玲珑芊绣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72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MRS.JD玻尿酸倍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7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赋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泉熊果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熊果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熊果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强韧柔顺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强韧柔顺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强韧柔顺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9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9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89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儿童倍护洗发沐浴乳（柔
嫩润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12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焕颜莹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17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匠坊净屑清油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19 广州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尼弹术美肌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20
广州市黛曼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ZSION卡姿萱奢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30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nuos高浓缩骆驼奶舒润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3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 SONNA浓黑顺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34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焕采亮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39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O﹠TONG植萃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4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神嘉美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 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 石墨烯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48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家媚颜金尊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52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馨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61 广州心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舍七草植物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63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纯焕颜嫩肤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焕颜嫩肤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焕颜嫩肤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肌因氨基酸滢润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1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COROER可瑞尔持妆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3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科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79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斑科精氨酸水凝补湿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84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锁水肌源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92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肤集御龄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御肤集御龄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御肤集御龄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河边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0998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Dela Bela得拉倍乐防护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02 广州睿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挚爱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挚爱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挚爱香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9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9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19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迈吉丽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26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水能量倍润膜Ⅰ号+COLD ME 
水能量倍润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34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去屑柔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3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去屑柔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3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迪诗FEIDISI去屑柔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3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24K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41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倍安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43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V-SNT 时光焕颜蛋白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4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V-SNT 时光焕颜蛋白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4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V-SNT 时光焕颜蛋白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4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Rose Siling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52
广州优多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丝顺小苍兰香氛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56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多重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多重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多重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蜜妍 AMYN多效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71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朵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79 广州玄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初元燕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82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芬娅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84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特蕊儿神经酰胺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0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特蕊儿烟酰胺保湿靓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2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蜂王浆冰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王浆冰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王浆冰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吉瑞欧美肌芊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098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纤连蛋白舒缓冻龄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纤连蛋白舒缓冻龄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纤连蛋白舒缓冻龄冷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馨雨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20 广州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派海藻糖透明质酸冷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23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科光甘草定焕颜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28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CD鎏金哑光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31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启肤宝龙血红参多肽贵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肤宝龙血红参多肽贵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肤宝龙血红参多肽贵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仙人掌控油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5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熊果苷水润提亮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60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草本焕颜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62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科精氨酸水凝补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66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圆蔻YUANKOU玻尿酸保湿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68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葆萝生姜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69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葆萝生姜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71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73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科精氨酸水凝补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0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媚馨雨透明质酸爆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2 广州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密码美肌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美肌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美肌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迈吉丽丝滑焕颜寡肽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88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玻尿酸冻干粉保湿原液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19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绪美美肌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08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美肌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09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斑科光甘草定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11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圆蔻YUANKOU烟酰胺亮肤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1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1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多肽赋活保湿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17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漂漂闺蜜氨基酸丰盈柔顺洗发乳 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19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漂闺蜜氨基酸深层修护洗发乳 炫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0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肌因滢润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2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圆蔻YUANKOU玻尿酸冻干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肌因滢润焕颜鞣花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4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补水玻尿酸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5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CREATORS OF BEAUTY水杨酸多效祛痘棉
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水杨酸多效祛痘棉
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水杨酸多效祛痘棉
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2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丝绒雾面口红静
谧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30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绪美美肌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36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KE缤可肩颈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37 广州康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绪美美肌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39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CTRUE绿藻深润透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49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丝绒雾面口红彼
岸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2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金箔提亮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竹炭清洁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多肽深层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丝绒雾面口红暗
夜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6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闪耀盈润口红极
光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58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珍珠胶原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62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1号焦
糖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6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弥猫定型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64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高光身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6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2号奶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6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5号烟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圆蔻YUANKOU橄榄修护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纤丝魅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6号经
典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初姿植萃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8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媚馨雨烟酰胺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92 广州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9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MRS.JD玻尿酸保湿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29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米甜甜骨胶原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02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XUANGU金箔璀璨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修瑜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33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3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36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草本
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37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38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瑜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40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ZAN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41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樱花粉嫩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52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妃济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70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78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肩颈舒爽养护套-肩颈舒爽草本
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8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蒸九制臻美舒缓套-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93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PEACH 蜜宠宝贝 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94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樱花焕肤亮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96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 皙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97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圆蔻YUANKOU牛油果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139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0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IZHICAI 轻松画自动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0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水份源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1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济堂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17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胸部养护套-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22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2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扬男士古龙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29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科光甘草定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31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弥猫自然精细眉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33 广州久杰贸易有限公司
妃济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41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4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4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臀部舒爽养护套-臀部舒活草本
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45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本曲肽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47
广州市草本曲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凤宇精萃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57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济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59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济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6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奈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奈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6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ISTREAM溪兮臻颜雪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69 广州骞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雅 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73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妃济堂舒爽清净草本养护套-舒爽清净
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77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ZHICAI 时尚防水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8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 princess 防水防油水性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86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柔爆水清养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柔爆水清养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柔爆水清养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植焕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495 广州今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雅 黑头吸出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1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本心度美秀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25 广东本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Mergian小绿盒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3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rgian小绿盒二裂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浅色奢养焕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3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迪智清爽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41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修活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44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植活力姜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47 广州今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5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5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5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寒慧柔润修护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551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本心度美秀身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683 广东本心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YANLAI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169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reme野型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1693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花火夜璨十六色眼影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佐思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2
广州贝佐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寒慧雪肌亮肤箐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7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滕冲高黎贡山茶油琥珀古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滕冲高黎贡山茶油琥珀古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滕冲高黎贡山茶油琥珀古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寒慧雪肌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09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ACTISKIN活性多肽美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12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DQ类蛇毒肽净颜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净颜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净颜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莎海藻水晶弹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3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莎海藻水晶弹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3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莎海藻水晶弹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3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幻雅24K黄金赋活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31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FUYUANSU臻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32
肤元素（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COREE FILLE水光肌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54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舒康芙薰衣草舒缓睡眠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1891
舒康肤（广州）医学护肤品
研发中心

校花秘语润养舒缓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17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淑护卷莹亮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2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淑护卷莹亮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2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淑护卷莹亮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2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漾彩凝光雾面唇釉03#酱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2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漾彩凝光雾面唇釉04#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31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漾彩凝光雾面唇釉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3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漾彩凝光雾面唇釉01#西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43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 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47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雅美娜龙脑黑亮常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49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娜龙脑黑亮常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49 广州俪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水光炫彩慕斯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50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水光炫彩慕斯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56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闪耀盈润口红秘
境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61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润丝顺小苍兰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68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小黑瓶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小黑瓶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小黑瓶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水份源透润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WeGrow头皮护理多肽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丝葳娅柔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85 广州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玉姬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91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199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 维C寡肽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05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植萃净颜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0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莉宝六胜肽水光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10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 维C寡肽修护冻干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22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娢美人银离子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wu zi舞姿光感防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28
广州泰扬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FairyAroma立体修护冻干粉
+FairyAroma立体修护溶媒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立体修护冻干粉
+FairyAroma立体修护溶媒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立体修护冻干粉
+FairyAroma立体修护溶媒稀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0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芯水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水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水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3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如诗雅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44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水母琉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水母琉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水母琉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菁醇润泽绵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菁醇润泽绵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菁醇润泽绵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胶原蛋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胶原蛋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胶原蛋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5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水感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水感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迪水感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水养焕亮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70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奢宠亮妍安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79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玻色因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玻色因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玻色因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三色渐变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三色渐变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三色渐变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高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高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高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0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瓶中时光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00
广州佳申宜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BERRY玛宝莉稻米蚕丝净颜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04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UCANBE极细描绘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22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尤植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23 广州今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尤植舒畅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25 广州今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BERRY玛宝莉稻米蚕丝嫩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28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nuos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2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ERRY玛宝莉稻米蚕丝水感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39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纳媛纳羽尊宠隔离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4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媛纳羽尊宠隔离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4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媛纳羽尊宠隔离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4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TCOK丝滑亲肤气垫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5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葆萝生姜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5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STREAM溪兮精粹凝润极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57 广州骞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丝滑亲肤气垫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60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洛妍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62 广州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美森麦角硫因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6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寒慧光采焕颜肌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67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寒慧氨基酸丝滑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75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爱尚肌因肌肌致柔润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89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芭美森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9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O﹠TONG六胜肽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9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露雅 燕窝蛋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19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卡露雅 沙棘原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02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0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0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0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和美学 艺术家 油果系列甲油胶65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14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普生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15 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雀薇QUEWEI红石榴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16 广州众意商贸有限公司
卡蓓丽光感裸肌保湿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21 广州如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曲肽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43
广州市草本曲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她漾净颜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60 广东国正投资有限公司

一茉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63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和美学 艺术家 油果系列甲油胶66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67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水光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水光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水光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佩尔美肌水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3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蔻冰岛天然地衣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6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蔻冰岛天然地衣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7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蔻冰岛天然地衣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8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蔻冰岛天然地衣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79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蔻冰岛天然地衣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0 广东纪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蔓深海鱼子酱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1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蔓深海鱼子酱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2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蔓深海鱼子酱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3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蔓深海鱼子酱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4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色HESE提拉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5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瓶中时光烟酰胺酵母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88
广州佳申宜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莱熙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291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套盒-透明质酸
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22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辉都柔顺香氛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顺香氛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柔顺香氛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深海鱼胶原蛋白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3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深海鱼胶原蛋白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3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深海鱼胶原蛋白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3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芝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芝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芝泉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侑秀YOUXIU 水润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50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妮尔秀妍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5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RAVORA修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5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侑秀YOUXIU 滋润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66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拉宁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拉宁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拉宁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美菁萃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美菁萃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美菁萃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7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曼丽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肤壹号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肤壹号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肤壹号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肤之奢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肤之奢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肤之奢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草堂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草堂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草堂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虾青素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虾青素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洛颜  妙龄青春活力九件套—虾青素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思漾艾叶固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艾叶固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晨思漾艾叶固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3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ORAVORA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0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艾诺琦乐享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3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梵诗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梵诗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梵诗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诗漫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诗漫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诗漫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诺琦乐享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09
广州市晶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洛德鳄鱼油修红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1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古莱熙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20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多效修护冻干粉套装-多效修护
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21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27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29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美兮活氧竹炭清洁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兮活氧竹炭清洁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兮活氧竹炭清洁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泉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泉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1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小肌富勒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小肌富勒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小肌富勒烯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JR花青素寡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6
吉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活性肽嫩颜修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3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楚媛妃水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49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媛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52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蜂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5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楚媛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55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59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楚媛妃焕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1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澜强韧护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3
广州柏丽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楚媛妃防护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7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皑雪儿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楚媛妃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70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HD HIGH DEFINTION LOOSE 
POWDER 2#BANANA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7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原液精华护手霜
（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80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IMAgIC COLOUR LIP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8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TAPAI逆龄精萃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逆龄精萃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逆龄精萃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雁佳人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zi Katoh小红帽原液精华护手霜
（水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52498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丝铂凯神经酰胺补水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510
广州丝铂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FYM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251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518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52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活性肽嫩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523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清肌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繁花星辰颊彩盘05桑椹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3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ΛΜ0ìΛRY活性肽嫩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娆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5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丽说多肽修护还嫩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多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多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69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吉蜜儿舒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吉蜜儿舒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吉蜜儿舒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俏 美晳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美晳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美晳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07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眼部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1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小肌胶原蛋白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小肌胶原蛋白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小肌胶原蛋白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奢颜 颐养舒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23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妆乖乖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乖乖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乖乖裸感轻盈四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道夫水漾顺滑修护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37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朵茉丽蔻 多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51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蕴尔草本植物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5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夕夕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64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活性肽嫩颜修护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6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雨丽茶树香氛控油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71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CONTOUR CREAM KIT KIT DE 
CREMES CONTOUR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7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ILLUMINATOR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8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人参净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8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NTINY芬缇妮鱼子酱颜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鱼子酱颜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鱼子酱颜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自然肤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薇雅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4
广州市润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7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希腊神话星空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0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RAVORA修护舒缓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0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瑞奢颜 颐养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08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活性肽修护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2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范里奇奇芦荟鲜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3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里奇奇芦荟鲜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3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里奇奇芦荟鲜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3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人参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4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贺婷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肌肽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5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贺婷姜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5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贺婷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荟 MIEHUIEAR蓝铜肽多效修护冻干粉
套盒-蓝铜肽多效修护冻干粉+蓝铜肽多
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1 广州麦描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6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素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肌肽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7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优颜肽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7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眼部走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2899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洋甘菊优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洋甘菊优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洋甘菊优颜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玫瑰靓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玫瑰靓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玫瑰靓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提拉修护多肽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5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活性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0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4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4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挚爱口红704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10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3号亚
麻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1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西蕊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14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清透焕采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清透焕采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清透焕采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母蛋白精华液+水母蛋白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2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提拉修护多肽蛋白精华液 
COREE FILLE提拉修护可溶胶原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29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西蕊虾青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30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赋活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赋活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赋活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蕊烟酰胺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2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YUANKOU山羊奶嫩肤养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肩颈舒爽草本套装-肩颈草本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媛妃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58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吻云感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66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代妮曼四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7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蒂雅龙胆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7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芮诗瑞源枸杞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84 广州鑫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92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欧倍柔 帝斯蜗牛原液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9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倍柔 帝斯蜗牛原液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9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倍柔 帝斯蜗牛原液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9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初姿植萃紧肤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2999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XHCM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18 广州协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芮诗富勒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21 广州鑫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薰衣草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薰衣草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薰衣草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小菲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AO﹠TONG咖啡因熬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3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至美天生黑钻紧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0 广州翌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水晶嫩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水晶嫩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水晶嫩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焕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焕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焕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舍眼舒宝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48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菲丹丝花蒂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花蒂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花蒂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5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肌肽嫩肤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5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玻尿酸水光盈润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54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圣保丽尤雾丝绒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60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清透水光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63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玻尿酸水光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67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安吉蜜儿 美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吉蜜儿 美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吉蜜儿 美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7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滢美舒通修护套-能量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76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滢美舒通修护套-赋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79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品蛋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88 广州首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平衡沙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平衡沙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平衡沙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0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诱多肽紧致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多肽紧致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多肽紧致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调理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调理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舒润调理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欢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欢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诱欢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爱慕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爱慕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菲丹丝爱慕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母优能水+水母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尚黄金蜂窝活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黄金蜂窝活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黄金蜂窝活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肌肽嫩肤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1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晗凌秀HALINSU金箔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20 广州市寇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套盒-透明质酸
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28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活美;WMAN21天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2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WMAN21天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2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WMAN21天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2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TALPHy虾青素奢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奢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奢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燕窝赋活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燕窝赋活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燕窝赋活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谜泡泡水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4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豪莎妮植物香薰美肤精华粒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54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HFYM清肌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5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焕颜子母精华液组合
-雪莲肌底子母精华液I+雪莲肌底子母
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焕颜子母精华液组合
-雪莲肌底子母精华液I+雪莲肌底子母
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逆龄焕颜子母精华液组合
-雪莲肌底子母精华液I+雪莲肌底子母
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6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植萃美肌身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80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新靓琪珍珠焕彩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92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婳颜美时光修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195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婳颜胶原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00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雨丽茶树香氛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0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本秀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58 广州青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卡诺熬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0 广州懿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密尔硫因肽胺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1 广州妍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肌肽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营养顺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营养顺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营养顺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本秀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67 广州青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本秀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70 广州青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酵母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273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保湿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0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荟芦荟补水靓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荟芦荟补水靓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荟芦荟补水靓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D ME 水能量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0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王扶阳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王扶阳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王扶阳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GIRSTHEN娇诗泉云朵净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3
广州娇诗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优泉光感肌多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5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存熙芦荟水光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26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妍玻尿酸长效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31 广州浦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花柘净透补水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39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燕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燕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燕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妍玻尿酸舒缓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48 广州浦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66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幽香源皙美颜润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70 广州幽香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瓷感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73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7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RSTHEN娇诗泉寡肽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82
广州娇诗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伊邦我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85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弹力肌蓝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86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米甜甜低聚糖透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93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优泉修护肌橙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94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活力肌粉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399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莉宝蓝铜肽补水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402 广州林沛化妆品有限公司

ESD2悦活新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04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旗方斋姜汁活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姜汁活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姜汁活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1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植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植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植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活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活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旗方斋活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2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瓶中时光肌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42
广州佳申宜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娉·香逅抗衰美白祛斑套盒-保湿修护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43
广州市皕盛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FH玫瑰奶油慕斯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6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娉·香逅抗衰美白祛斑套盒-抗衰青春
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72
广州市皕盛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BLACK 净透养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净透养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净透养肤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69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邦素山羊奶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0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质感水光唇釉 801禁忌情书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2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ADG Alice Daisy Girl莹润水光精华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DG Alice Daisy Girl莹润水光精华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DG Alice Daisy Girl莹润水光精华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姿诺 烟酰胺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5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烟酰胺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5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迪姿诺 烟酰胺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59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奥贝诗舒润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6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6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富勒烯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9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窈紧致净化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795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香氛舒缓安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10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克传明酸透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26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清克玻尿酸渗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29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YANLAI灵眸魅影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31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3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OTTOV薇特薇寡肽修护冻干粉+VOTTOV
薇特薇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38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赫咺多肽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43 广州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何首乌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何首乌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大芙何首乌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4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铜肽微晶粉+邦伊邦我融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49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飞燕草本滋润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59
广州俏卓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兮悦草本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63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兮悦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65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兮悦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68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70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多肽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72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7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肤梓炫富勒烯虾青素焕颜活氧小安瓶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80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梓炫熊果苷烟酰胺亮肤嫩肤小安瓶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8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子舍家中宝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890
广州佰丽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BALLA清颜净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清颜净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清颜净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0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04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窈腹部水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07 广州臻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15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黄金时光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LAI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39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兰希乳酸杆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41
广州舒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水灵氨基酸洗护二合一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洗护二合一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灵氨基酸洗护二合一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4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ve笛乐妃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4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巧克力雾面唇釉 505酒渍胡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83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邂逅香氛柔肤沐浴露烟酰胺保湿
靓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8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OX轻吻柔雾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3993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邂逅香氛柔肤沐浴露玻尿酸补水
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0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清肌净痘冻干粉+清肌净痘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0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索梵薇邂逅香氛柔肤沐浴露氨基酸滋润
柔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0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鱼子酱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1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18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之南雪山眉笔7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2 广州利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幽芳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复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飞燕草本清爽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5
广州俏卓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浩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2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雅词柚子舒缓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4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6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6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6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70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澳芙雪充盈焕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71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H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8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柏肤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83
广州奥柏肤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EYUE怡玥微酶多肽滋养组合-焕颜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87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微酶多肽滋养组合-焕颜净透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91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微酶多肽滋养组合-焕颜冻龄
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92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Drve笛乐妃羊胎素淡纹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09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e bottle氨基酸植萃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06 广州曼德泰勒商贸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11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卓蔻臻品莹润靓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1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富勒烯胎盘素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1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潼源肌 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潼源肌 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潼源肌 植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冻龄睛彩眼部套-睛彩抚纹眼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26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法缇丽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3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妆净娴多肽美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3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胜姿百合阿胶水亮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34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九胜肽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3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GOCI 巧克力雾面唇釉 506巴洛克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36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言多肽活肌舒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5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春氛 小分子玻尿酸美肌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53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幼熙塑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54 广州幼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RE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193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套盒-透明质酸
补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04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透明质酸补水套盒-透明质酸
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05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Flayland臻纯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17 广州为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YUANSU臻肤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21
肤元素（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安芙蔓深海鱼子酱奢宠原液+深海鱼子
酱奢宠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40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芙妮橙花滋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60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奢宠臻美眼部精油+久慕王妃
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68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lenergy沉香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75
广州市鹋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堂富勒烯弹力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29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FRAOHAN奥涵丝悦原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06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梓炫堂 一滴百闺蜜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炫堂 一滴百闺蜜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炫堂 一滴百闺蜜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檀香精油+久慕王妃奢宠臻美
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20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man韩蔓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4 广州思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4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奢宠容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435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科草本精华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64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花肌源鎏光奢润隔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6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小妹轻奢水光遮瑕隔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7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武雨腰腹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72
广州国医国际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尊凰  娇媚逆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77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MELQJ水动力精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78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妝印蝴蝶美颜隔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7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双重水光焕颜隔离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8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HFYM山金车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449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没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0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幂云温和提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13 广州幂云贸易有限公司
酷巧好色滋润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14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巧好色滋润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19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巧好色滋润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云壳聚糖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7 广州幂云贸易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云温和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29 广州幂云贸易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熬夜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2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贝敏大麻叶愈颜焕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敏大麻叶愈颜焕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敏大麻叶愈颜焕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4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柏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柏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柏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柏世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柏世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柏世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梵薇邂逅香氛柔肤沐浴露胶原蛋白嫩
滑柔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62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博士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舒缓植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97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于惟一头皮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599
广州星洲养发生发科技有限
公司

FS多效驻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水奥白桦树汁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08
广州市迪水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ayland臻纯修护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19 广州为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璟天香草本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34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 48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4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12 Colour Long Lasting 
Concealer &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5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灵芝芦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6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FINAM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63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8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七子芦荟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8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部落海洋之心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6
广州海洋部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469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瞳冻龄睛彩眼部套-睛彩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05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魔恋时尚火山岩温和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26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男士矿物控油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28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塞迪妮白藜芦醇抗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44
广州塞迪妮医疗技术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透明质酸水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5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菲薰衣草去角质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65 广州蝶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雨臂背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84
广州国医国际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武雨腿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792
广州国医国际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金美娅老虎草安肤修护两件套-老虎草
安肤微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11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本质水润防护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14 广州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纯冰淇淋身体磨砂膏（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22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金美娅老虎草安肤修护两件套-老虎草
安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45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小白多肽精华紧致提拉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56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防护霜香氛套装 身体香氛喷雾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防护霜香氛套装 身体香氛喷雾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防护霜香氛套装 身体香氛喷雾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7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红石榴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8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防护霜香氛套盒 身体香氛喷
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防护霜香氛套盒 身体香氛喷
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防护霜香氛套盒 身体香氛喷
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滢美舒通修护套-舒通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894 广州馨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05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女王秘典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24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SO富勒烯水凝弹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41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玫瑰胶原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4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部尚苏温和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56
广州俏颜妆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丽媛 海洋倍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海洋倍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海洋倍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5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焕颜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62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梵洛雅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87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渼康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88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CTISKIN活性多肽抗衰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4990
广州美凡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秘典滚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hMSCEX涵美丝玻尿酸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5 广州文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凝含香苦水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6
广州恋兰蝶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虞淓泽  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2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肌森林复活草精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3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修容定妆蜜粉 02浅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40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冠芊唯美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4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璟天香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54 广州妙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姿奇色魅力星空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63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燕窝润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8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trl&Alt&Delete重启水光肌保湿焕颜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88 广州唯麦商贸有限公司

小牧爱控油持妆无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090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冠芊唯美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0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芊俏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03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芊俏美恬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0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芊俏美润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1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SV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14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 多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 多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 多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科草本精华祛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46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沙棘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52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胸部养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5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P SONNA臻彩柔雾花瓣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55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紧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典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72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家茵宝宝婴儿植物精粹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79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Demaynn黛美亮肤冻干粉+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86 广州黛美贸易有限公司
朵完美小球藻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8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莎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88 广州上野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MELQJ水动力精萃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93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灵芝芦荟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9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姿曼蓝铜肽原液冻干粉+蓝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19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LSALAND明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0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补水修护面膜A款+补水修护面膜B
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0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俏新清透莹亮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13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生源 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1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 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1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 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1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彬颜堂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婴儿植物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25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彬颜堂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彬颜堂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JIAYI颜佳宜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30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花宜慕氨基酸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36 华医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维基思植萃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38 广州露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焕颜亮肤面膜A款+焕颜亮肤面膜B
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44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AZSION卡姿萱轻薄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45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RAVORA弹润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5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LuanEccS植六植物精萃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55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nEccS植六植物精萃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61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nEccS植六植物精萃长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70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俏水感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71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NIGAIES时尚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85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修容定妆蜜粉 01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8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2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媞玫娜KITTY MONARCH水光玻尿酸肌
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0
广州市铭宇雅辰商贸有限公
司

雅词玻尿酸补水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腰腹温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臂腿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臂腿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臂腿温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氧烟酰胺嫩肤透亮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塑能双宝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双宝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能双宝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富勒烯量子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24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虞神经酰胺舒缓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3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虞神经酰胺舒缓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3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虞神经酰胺舒缓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3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UETHIN 多效修护隔离BB霜（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3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多效修护隔离BB霜（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3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多效修护隔离BB霜（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3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法珀美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4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香柏美颜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蓝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5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妮尔优美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科草本精华祛痘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2
广州斑科医疗美容有限责任
公司

LuanEccS佰花鹿香氛丝滑滋养柔顺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5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seina lip therapies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lip therapies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aseina lip therapies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2气质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9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2气质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9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2气质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9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nEccS佰花鹿香氛丝滑去屑控油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394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nEccS佰花鹿香氛丝滑水润亮泽护发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401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林花境反转巴黎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405 广州迁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肌泉金箔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406 广州易芯佳贸易有限公司
妤鲜花青萃修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31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JInboli氨基酸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47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美人量子佰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4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美人量子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5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两一 玉露酵母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5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巧花容蓝肽舒缓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60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1魅惑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6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1魅惑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6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小水滴精细眼线液笔01魅惑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6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山茶籽强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licare熊果苷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熊果苷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熊果苷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纤嘉魅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YUANSU臻肤盈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81
肤元素（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纤嘉魅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呵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玫瑰元素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嘉魅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摩洛哥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59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玫瑰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葡萄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0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觅博士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陌立体双头旋转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12 广州欧雅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雨五味子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13
广州国医国际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觅博士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博士粉嫩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1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泡泡水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2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玻尿酸盈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2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2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茶多酚净璀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3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二裂酵母密集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3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富勒烯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乳酸菌塑颜柔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3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水漾芯肌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3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华方悦和腰部暖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腰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肩颈肌肤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3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肩颈肌肤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肩颈肌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6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星耀雾面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7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方悦和腰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59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腹部畅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6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腹部温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6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璀璨星钻柔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72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方悦和腹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7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GLY-SOL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8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GLY-SOL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8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ISKRA collection GLY-SOL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8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黎芙莎舒润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94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舒润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94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舒润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94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水感丝柔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69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菁纯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0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菁纯臻宠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0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雪肌润妍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07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水感菁华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09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塑颜紧致恒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11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生多效洗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25 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束爵色魅影二合一眼笔（眉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42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富勒烯胎盘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56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ONY ENERGY佩琪妮蝴蝶保湿亮颜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59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SLNX透明质酸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6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leiji 得蕾肌皮肤表层修护冻干粉+
皮肤表层修护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70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肤生源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7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LY BEAUTY 无痕时光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781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玫瑰逆龄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0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珞水光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08 广州铭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CAOTANG范草堂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13 广州恒社科技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多效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22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27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倾色慕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3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空气唇釉 镜光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34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谜益生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53 广州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IYSOAWUR 宠爱小屋黄金胶原蛋白晚
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54 广州彩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 燕窝蛋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61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亚玛丽 洋甘菊舒缓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6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美人贝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68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初姿植萃美肌身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5872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雪肤世家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01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育匠坊水灵丝滑柔韧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06 广州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mantic Sunday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0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Romantic Sunday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0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Romantic Sunday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07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丽奇迹MELQJ水动力精萃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13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束爵色魅影二合一眼笔（眉笔）
（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2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多维修护黄金蜂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4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匠坊轻盈丝爽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60 广州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生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62 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颜堂烟酰胺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6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 GEL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64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绘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71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起点活肤修护组合-活肤修护冻干
粉+活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78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59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澳伊索清源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00 广州雅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养护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养护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养护植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邦无迹水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昆大麻籽油卸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4
昆丝蓝博（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雪肤世家玉肌舒缓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6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辰舒活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7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辰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1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辰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2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良妤修护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2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泽芳黛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泽芳黛亮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米茶润爽身防痱尿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53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6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6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6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妮曼草本益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68 广州纳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YAFINAM草本舒润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74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清爽控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7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INAM草本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78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ipoDerma 冰雪焕肤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LipoDerma 冰雪焕肤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LipoDerma 冰雪焕肤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0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凡碧诗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0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邦无迹水漾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2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完美葡萄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45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婴儿樟树植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50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甘菊婴肌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53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银离子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55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修颜养肤粉底液(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58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24K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6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神经酰胺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16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鲜润防护隔离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5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di参草修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6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参草修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6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的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66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icare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真的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2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icare芸香苷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芸香苷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芸香苷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驻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驻
颜多肽修护溶媒液+驻颜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7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YLD天姿俏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天姿俏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D天姿俏佳人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8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莹香水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86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莹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89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icare透明质酸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透明质酸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透明质酸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朴多肽抗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6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デリスアルコールジェルDelis 
Alcohol Gel/Delis凝胶酒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デリスアルコールジェルDelis 
Alcohol Gel/Delis凝胶酒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デリスアルコールジェルDelis 
Alcohol Gel/Delis凝胶酒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4#LAVE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4#LAVE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4#LAVEND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63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妍天然水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15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2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2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2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生头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31 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邦无迹水漾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3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玉烟曼纱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36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淡纹修护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39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觅雅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4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i草本清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47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草本清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47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透明质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4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富勒烯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积雪草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积雪草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积雪草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蜂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蜂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蜂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蓝铜胜肽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紧致充盈双用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紧致充盈双用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紧致充盈双用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晒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晒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晒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粉丽炫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金宜养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7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金宜养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溶
媒液+蓝铜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7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金宜养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水
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74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微山茶籽多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83
广东天华有机日用品有限公
司

寒慧净颜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495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薇倩纪炫黑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05 广州怡钧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23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1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1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1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沙菲妮 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2绛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2绛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2绛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di参草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参草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1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曼茹隔离靓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3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3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3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3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水感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5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5檀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5檀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5檀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 SHIELD维它秀发酵精华肌底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59 广州维它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 SHIELD维它秀烟酰胺营养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60 广州维它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GERUOLA歌若拉水漾盈润隔离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64
广州乔帮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AHQIAO涵俏牛奶蜂蜜滋润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68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ERUOLA歌若拉水漾盈润隔离霜（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75
广州乔帮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丝慕清透无暇修颜BB霜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7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澜姿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86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粉嫩遮瑕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20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庄深海泥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29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奇幻膜术透亮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34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烟酰胺焕颜肌密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43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al Sagal-Gold Gl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5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aal Sagal-Gold Gl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5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aal Sagal-Gold Glow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5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5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DLS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5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HACOME奥华蔻胎盘素焕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6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胎盘素嫩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6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胎盘素紧致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6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胎盘素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6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胎盘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7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富勒烯芯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7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RHACOME奥华蔻富勒烯亮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7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1#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1#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1#PORCELAIN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2#IVORY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2#IVORY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2#IVORY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言叶黄素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2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OR-01 SUNKISSE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OR-01 SUNKISSE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OR-01 SUNKISSE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3#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3#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NUDE SKIN PRESSED POWDER 
03#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1 ELEGANC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1 ELEGANC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1 ELEGANC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WT-01 EVERYTHING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WT-01 EVERYTHING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WT-01 EVERYTHING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ND-01 KHAKI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ND-01 KHAKI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ND-01 KHAKI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2 GOLDEN NUT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2 GOLDEN NUT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SBR-02 GOLDEN NUT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HPK-02 MERMAI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HPK-02 MERMAI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HPK-02 MERMAID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RD-01 BRICK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RD-01 BRICK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EYESHADOW 
#MRD-01 BRICK

粤G妆网备字20200566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BT丝绒哑光唇釉K602小苹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00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BT丝绒哑光唇釉K604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02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HFYM洋甘菊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0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七叶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0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栀子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冬虫夏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HFYM洋甘菊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嫔婷防护霜清润套装 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防护霜清润套装 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防护霜清润套装 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明眸亮彩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明眸亮彩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明眸亮彩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空气唇釉 丝绒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淓泽  多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虞淓泽  多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2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qiuse秋色樱色触感柔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4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红枸杞魅丽蜜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45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若美悦美 光果甘草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4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甚悦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甚悦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甚悦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颜帝曲美美姿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水活霜（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水活霜（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水活霜（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8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YANLAI极致魅影九色眼影01#大地风情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91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辅酶Q10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79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油康宁清爽飘逸型双支植物控油组合清
爽飘逸型深层澈净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0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良妤逆龄多肽精华液（冻干粉）+逆龄
多肽精华液（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6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水奥复活草抗皱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8
广州市迪水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0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补水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0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TCOK舒缓温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1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朵富勒烯雪肌亮肤箐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2 广州中恒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IDOK鲟鱼子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淇保湿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淇保湿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淇保湿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1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浩黄金肌肽蜂窝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黄金肌肽蜂窝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黄金肌肽蜂窝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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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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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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粤G妆网备字20200568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生源基底修护冻干粉+基底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5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滴蕊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再丽大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6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伊娜艾叶薄荷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艾叶薄荷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艾叶薄荷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7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z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85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肌琳莎眉毛雨衣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眉毛雨衣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眉毛雨衣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肌肤伴侣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89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拉朵六肽醒肤修护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898 广州高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园禾诗老姜王养发强韧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00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希凡清透美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17 广州美希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思佳人沁透水润气垫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1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姜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3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斯朶利清润护理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斯朶利清润护理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SIDUOLI斯朶利清润护理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6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LAI立体塑形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8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立体塑形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699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水奥富勒烯美肌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23
广州市迪水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思美铂金多肽喷雾+塑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铂金多肽喷雾+塑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2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保丽滤镜美颜四宫格蜜粉(NO.1慕斯
淡彩)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29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鸿御养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3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御养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3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御养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3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园泉美烟酰胺水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4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索梵薇金橄榄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56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鸿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0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活力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64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舒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舒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舒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忆尚妆立体润泽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尚妆立体润泽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尚妆立体润泽口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赋活肌初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7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NISHA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ZINISHA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ZINISHA朴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蕰美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蕰美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蕰美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柏肤源依克多因鲜活科技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8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小苍兰唤能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86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丽植源水氧美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0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人参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1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贞老姜王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老姜王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老姜王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0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类人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俪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俪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拉苏俪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8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0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伊索清源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13 广州雅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绮轻盈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赋活肌初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22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DOK双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23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竹炭去黑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26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二合一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30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3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3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清悦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3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赋活肌初靓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13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曼蒂丝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32 广州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忠佳持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忠佳持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忠佳持久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雍修堂清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姿芙 雪肌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41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清透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4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樱奈斯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7257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莜天蓝沁润提亮果冻面膜(胶原蛋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4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沁润提亮果冻面膜(胶原蛋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4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沁润提亮果冻面膜(胶原蛋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4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卡丹植物氨基酸香氛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5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澤茜丝滑久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5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植澤茜丝滑久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5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植澤茜丝滑久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51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贝卡丹植物氨基酸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54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珮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62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瑞奢颜 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75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84 广州茵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8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8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8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活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398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梵薇小黄姜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0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樂福慧善 元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10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芙湶积雪草青春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11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索梵薇阿甘油滋养柔韧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2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芳芝珠靓肤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2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东芳芝珠靓肤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2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东芳芝珠靓肤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2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索梵薇艾草去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29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复活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36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国际清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41
广州缔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Glamourera 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61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氏佳颜焕颜修护液一号+焕颜修护液
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67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慕色奢美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雅 蜂皇浆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72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F.R.C大麻叶密集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7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多效调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8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多效调肤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89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色蓝金烈焰口红（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91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嗳美姿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积雪草青春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499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HYAHQIAO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03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马油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06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角鲨烷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角鲨烷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角鲨烷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生源滋润养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7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滋润养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7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滋润养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7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源活氧修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28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仪丫羽绒隔离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35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良妤奢宠紧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4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DOK烟酰胺光感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4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 修护雾化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4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4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4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锦绣红妆口红（NO#4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6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仪丫多肽青春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68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仪丫调理修护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69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百魅幽兰多肽滋养焕颜修护冻干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74 广州颜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么么魔力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84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自然立体眉笔N01深灰 粤G妆网备字2020057597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仪丫羽绒逆龄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00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露思美瑞清洁保湿卸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11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仪丫羽绒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14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仪丫羽绒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15 广州市韩喆日用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婴儿山茶花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20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薄荷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25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北纬之花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33 广州乔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樂福慧善 富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34
乐福慧善(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z淡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39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索梵薇玫瑰嫩肤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4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家茵宝宝婴儿桃子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46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清爽亮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清爽亮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清爽亮肌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曼蒂丝5D玻尿酸水光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59 广州美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玉肌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KASANN欧卡尚臻绿雾面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嫔婷水感轻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水感轻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水感轻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庄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6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ser星秀焕颜隐瑕修容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73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润养植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润养植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润养植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RACLE TURNER凝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RACLE TURNER凝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RACLE TURNER凝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LAMBENCY免洗洗手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687
几米科学技术（广州）有限
公司

玺纯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05
广州松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
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
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
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塑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40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舞光十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41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精华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精华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精华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sheroYo 悦肌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5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莹焕清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5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修护套-逆龄清椿修护冻干粉+
逆龄清椿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修护套-逆龄清椿修护冻干粉+
逆龄清椿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修护套-逆龄清椿修护冻干粉+
逆龄清椿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6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姿芙蓉水嫩透亮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764 广东仙妃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坦贝格富勒烯胎盘素胶囊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00 广州简庄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美悦美 聚谷氨酸补水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05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巨颜传奇御龄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09 广州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丽诗丹免洗手清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11
广州伊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秘典赋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2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贝诗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32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巨颜传奇御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39 广州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回忆冻龄肌密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52 广州诗倩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回忆冻龄肌密嫩肤素+冻龄肌密嫩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53 广州诗倩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湶积雪草青春水光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69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自然立体眉笔N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80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cial cat色喵自然立体眉笔N03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85 广州浅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生妍 臻养舒畅乳+益生妍 臻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89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三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9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三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9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三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89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御龄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00 广州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01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玻尿酸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03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御龄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12 广州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颜传奇御龄紧致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16 广州宜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洋甘菊舒缓保湿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海洋冰泉沁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海洋冰泉沁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海洋冰泉沁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植物氨基酸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唯雅邦植头皮护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29 广州科唯雅商贸有限公司
贝卡丹植物氨基酸香氛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3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浩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3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3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3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春让多肽修护冻干粉+春让多肽修护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7939
广州鑫莹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莹奇焕润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00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雍修堂玻尿酸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1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护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37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60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怡生丝滑蛋白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61 广州岛罗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启鸿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6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6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活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6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植源水氧美肤舒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78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8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鲜花青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87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植源水氧美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088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V面纱水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28
广州三果演艺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德凡清爽香氛沐浴露（桃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33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HYAHQIAO涵俏何首乌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53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芙妮绿茶植物蓬松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68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大麻叶密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81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漫朵多肽冰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多肽冰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多肽冰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8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墨素美肌净颜无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素美肌净颜无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素美肌净颜无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园禾诗老姜王美肌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67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魅雅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植萃修护
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70
三生万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德凡免洗洗手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76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雨贝尔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7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醉草堂何首乌草本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79
广州化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美迪智时光肌修颜四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8380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美悦美 苦参根修护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05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芦媛七子芦荟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1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枯康宁烫染修护型双支植物柔逸丝滑组
合烫染修护型植物深层滋养丝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19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枯康宁烫染修护型双支植物柔逸丝滑组
合烫染修护型植物深层澈净柔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21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ZOEMG佐目植萃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25 广州左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漫焕颜生物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2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黄金贵妇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多效修复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1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柯嫚熙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2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珠后富勒烯胶原弹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无瑕透亮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5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AFINAM草本精华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40
广州娅菲娜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无邦无迹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蓓丽轻透柔光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42 广州嘉莉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邦无迹活性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4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ki山茶花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50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道夫水润去屑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63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若美悦美 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76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isheroYo莹焕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3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悦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4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莹焕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5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悦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6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浅色酵素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承诺乳酸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膜小妹鎏金奢宠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8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蛇毒肽亮颜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49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dz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01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dz甜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04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唯尚美  焕颜透亮弹力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0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贵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贵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贵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引蝶花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31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焕亮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4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焕亮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4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蓉嫣莹澈焕亮原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44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舒缓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舒缓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舒缓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畅爽舒净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畅爽舒净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畅爽舒净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溪小艾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6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 修护雾化水(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71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7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7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后水光修护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7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净妍雪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87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BT极细眉笔3#中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89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幸她美一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0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璀璨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璀璨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璀璨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芈玻尿酸补水滋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5
广州蝶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芈美丽澄净亮颜科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598
广州蝶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AHQIAO涵俏平衡净化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0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葡萄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葡萄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葡萄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嫚熙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2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爱净乐老姜王修护丝滑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5
蒙特奇云仓供应链（广州）
有限公司

艾臣御龄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17 广州众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雪多肽尊享亮颜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25
广州恋兰蝶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欧语诗腹部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腹部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腹部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梵蒂娜寡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40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梅烟酰胺绿茶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43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Von gee古风系列山川行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4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n gee古风系列山川行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4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n gee古风系列山川行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4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天蓝滋润修护果冻面膜(蜂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滋润修护果冻面膜(蜂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滋润修护果冻面膜(蜂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芦媛七子芦荟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5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灵芝芦荟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61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世尊品石墨烯焕颜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77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TOP SONNA鎏金菁纯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8680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婵荟月亮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00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妙媤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10 广州妙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修颜养肤粉底液(2#瓷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1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婵荟草原蓝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15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浏梓萱尊宠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小分子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63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7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極古芳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81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素美肌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素美肌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素美肌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8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8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啦净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啦净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啦净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顺奇基焦发还原修复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79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奢女皇米肤精纯修护薄荷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08 广州奢宠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肤生源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0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1·11海藻亮采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14 广州华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AVIER鲟鱼子赋活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17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柔顺奇基蚕丝蛋白多效修护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2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MRS . JD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2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和参堂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参堂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参堂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派多肽乳糖酸冻龄黄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8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ZA氨基酸洗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5889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0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芙美至云朵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05
广州东鼎升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醉草堂首乌润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09
广州化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蕴雅馨丽燕窝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燕窝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燕窝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 Yan Qiong Shea Butter Silver 
Lon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Yan Qiong Shea Butter Silver 
Lon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Yan Qiong Shea Butter Silver 
Lon Antibacterial Hand Sanitizer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隐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隐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隐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2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芝颜氨基酸绿茶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33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BT丝绒哑光唇釉K6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47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BT丝绒哑光唇釉K603杏仁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50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VBT丝绒哑光唇釉K605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57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可道夫双重润养修护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8971
广州施华洛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肤生源臻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0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水漾晶莹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膜園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4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6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6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6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彦茜会发芽的海藻免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29 广州市彦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 雪肌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1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5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3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5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3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至臻哑光唇釉S605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3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采佳美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4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膜園百草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48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女神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女神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女神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VBT极细眉笔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5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BT极细眉笔1#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6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膜園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59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滋养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65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VBT极细眉笔4#灰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68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膜園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69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 雪肌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7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BT极细眉笔5#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76
广州市天弘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膜園爱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79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0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80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園细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88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鹿奈 甲油胶 红色 41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92 广州俪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95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9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9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胶原蛋白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09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肌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曼非凡紧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洛妍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09 广州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净透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3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密梵康臻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4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逆龄亮颜
青春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逆龄亮颜
青春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逆龄亮颜
青春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園美宫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7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3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8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8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19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7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25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发酵按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发酵按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发酵按摩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8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31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6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0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5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1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康宁活力养发型双支植物首乌健发组
合活力养发型植物首乌亮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2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4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3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5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4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 VILLE肌透修护冻干粉套-肌透修
护冻干粉+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 VILLE肌透修护冻干粉套-肌透修
护冻干粉+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REE VILLE肌透修护冻干粉套-肌透修
护冻干粉+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美宫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1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识曼妙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纤连蛋白
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纤连蛋白
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逆龄美肌胶原精致套-纤连蛋白
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禾诗老姜王养发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56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園美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61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人参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66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雪莲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67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莹肌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75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牛奶一号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80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水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82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園青春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84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思佳人沁透水润气垫CC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98 广州睿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3 粤G妆网备字2020059199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植萃明眸睛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03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靛美炫色微胶11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06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2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08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9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09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4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0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7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1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爆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爆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爆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圣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19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6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2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1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5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靛美炫色微胶2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7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果蔬蛋白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果蔬蛋白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果蔬蛋白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己桃叶精华婴儿爽身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36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JIFAN'YAN纪梵妍冰泉舒缓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5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芙 雪肌透亮宠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54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逆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57 广州广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媚莲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面膜套装-
积雪草安抚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套装-
富勒烯紧致赋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含臀美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蕾 轻盈修护发尾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84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8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9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9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面膜套装-
虾青素焕亮修活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29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傲颜今生臻亮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臻亮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臻亮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0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尿酸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0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臻亮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臻亮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臻亮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1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九变羊胎素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21 广州优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RAJAN图拉真植物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25
广州市小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VCCI沁水粉底液+保湿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35 广州市彩匠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山养参靓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山养参靓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山养参靓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巧堂多肽蛋白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蛋白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荟美之恋芦荟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60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遇润焕彩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63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姬雪水透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68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慕芳华白玫瑰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玫瑰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玫瑰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3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059406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补水保湿提拉薇脸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32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雪百花原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33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集啪啪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3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妆故事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4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岱英美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44
广州美圈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圣梅富勒烯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55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圣梅蓝铜胜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76
广州协和健康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滋养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83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BlossomFree赋活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86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qiuse秋色三色彩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9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滋养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59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德凡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3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婵茜丝滑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丝滑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丝滑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闪耀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闪耀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尚秀水润闪耀唇釉（NO#2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2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拉朵神经酰胺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37 广州高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美肤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4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YANHE颜荷胶原蛋白焕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45
广州市梦兮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蓝铜肽极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极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极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海洋冰川酷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海洋冰川酷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海洋冰川酷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透明质酸卷柏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透明质酸卷柏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透明质酸卷柏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滋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铜肽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滋养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9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立体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69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小分子提亮纯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2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生源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2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莹润柔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2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姿芙 谷胱甘肽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3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同缘堂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5
广东同缘堂保健科技有限公
司

带澳飞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6
迈得顺（广东）供应链管理
有限公司

皙淑氨基酸保湿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59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MeenSno迷上鱼子酱赋活肌初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72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肌极地活泉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7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尚燕窝多肽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8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尚燕窝多肽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8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尚燕窝多肽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80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玻尿酸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95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醉草堂黑灵芝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798
广州化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醉草堂植萃草本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00
广州化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肤生源臻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0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净润温和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17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净润温和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17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日爱肤净润温和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17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臻品奇肌莹润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2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傅植萃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植萃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傅植萃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5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59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肌透盈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8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芝兰蜗牛爆水雪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97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植物萃取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9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植物萃取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5989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彩猢深海鱼子精华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11 广州金丝猢服饰有限公司

澳拉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1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拉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1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拉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1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秀身姿一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21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雪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38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44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宝莲 洋甘菊舒缓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洋甘菊舒缓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洋甘菊舒缓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2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 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54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水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6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水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6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匙 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67 广州韵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匙 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77 广州韵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花青素修复肌活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花青素修复肌活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花青素修复肌活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1随风飞翔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8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高光亮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9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莲碧泉 LANTHOME CASTO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95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LANTHOME100%PURE CASTO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59997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6树洞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0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养护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0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磨砂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1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活性肽嫩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17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臀部草本舒养套组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三-深海氧能水素
冻干粉+深海氧能水素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玫瑰水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2#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2#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2#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4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冻干粉芦荟精华舒缓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6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豆猫黑桃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62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淡蒂活肤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81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淡蒂活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84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鹿奈 甲油胶 白色 70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85 广州俪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 DULCEA焕能盈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90
广州唐姬何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芙格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092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豆豆猫轻主义绒情迷雾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00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臻姿柔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0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丽兰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0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P凝脂恒久钻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14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丽兰心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1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邦无迹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韵养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2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善水益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善水益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善水益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百草芳香媤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百草芳香媤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百草芳香媤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色添香水芙蓉贻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2
广州市香草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慕匠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豆猫小金条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7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傲娇女孩益生元安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58 广州杉本博识科技有限公司

欧玫尼女神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1
广州欧玫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匠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幽禾芳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幽禾芳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幽禾芳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肩颈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肩颈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肩颈通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ER欧尔燕窝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2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花之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天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净透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80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蕾 舒缓强韧头皮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86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夕施佳人人参润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5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慕匠肌柱养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肌柱养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肌柱养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补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补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补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19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匠舒畅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何首乌草本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07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韩芳天下美眸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11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富勒烯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19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2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2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抓不住营养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2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泽秀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21 广州有幸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冻干粉芦荟精华舒缓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5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丽赫本保湿亮肤补水隔离安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5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月香金银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1
广州市天河区珠江新城礼香
化妆品经营部

东芳芝珠氨基酸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东芳芝珠氨基酸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东芳芝珠氨基酸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俏漾姿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樱花和果
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7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多田材夕VC靓肤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VC靓肤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田材夕VC靓肤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7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烟酰胺安瓶原液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8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循环多效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91
广州雅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丝米雪活性酶舒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93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富勒烯安瓶原液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29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芳汇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11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柔滑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1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旗秀堂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27 广州旗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二裂酵母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派芦荟冻干精华补水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51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系列千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55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系列黑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5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泉类人胶原蛋白水分子面膜（水漾年
华冰泉蚕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69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蕾 双重调理头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86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敷适达水动力焕彩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敷适达水动力焕彩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敷适达水动力焕彩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3#焦糖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3#焦糖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3#焦糖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39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煦氨基酸鸸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1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1#复古草莓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1#复古草莓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倾雾丝绒口红1#复古草莓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类蛇毒肽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8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鹿奈 甲油胶 黑色 71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09 广州俪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linall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13 广州蔻丹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轻盈柔光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轻盈柔光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轻盈柔光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影魔雕优源靓肤精华液+赋活滋润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23
广州森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reators of Beauty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3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3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3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雪深层保湿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49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飞天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51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泉类人胶原蛋白水分子面膜（水漾年
华温泉蚕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57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迷娇龄时光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娇龄时光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娇龄时光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秀美一代富勒烯莹润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77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水源甲壳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79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稚漾痘肌修护纱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82 广州源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水源蛋白眼面一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83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玉润冰肌微晶套-冰肌多效微晶
粉+冰肌多效微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稚漾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87 广州源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物水源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495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胶原蛋白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胶原蛋白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胶原蛋白紧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语诗胸部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胸部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胸部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八温和舒缓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45 广州安辛康科技有限公司
香香兔牛奶盈润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46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芳兰烯童颜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582 广州神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净化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佩尔水能修护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56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園爱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0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兰诺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2 广州懿蔻商贸有限公司
BATUREL男士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3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璐玉渼易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玉渼易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玉渼易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1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7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8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VLINGN 洋甘菊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8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也西 蔚蓝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84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卓蔻 臻品莹润靓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95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96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肽美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98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佩尔臻采焕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699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1#诱惑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1#诱惑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1#诱惑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果木精华深层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6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2#经典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2#经典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2#经典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0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3#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3#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水漾雾面唇釉3#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1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2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蒂诺玻尿酸多肽冻干粉补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8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漾姿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莫吉托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4
广州俏漾姿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蒂诺富勒烯胎盘素水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7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蒂诺玻尿酸胶原蛋白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48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虾青素提亮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5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虾青素提亮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5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虾青素提亮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5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GEE熊果苷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59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护肤龄东京樱花叶亮肤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东京樱花叶亮肤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东京樱花叶亮肤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7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玻色因水润抗衰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玻色因水润抗衰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玻色因水润抗衰分域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8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VITA SHIELD维它秀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97 广州维它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醉草堂植萃草本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798
广州化自在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生物水源零界修护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1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玫瑰亮颜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玫瑰亮颜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玫瑰亮颜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芦荟薄荷清涼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芦荟薄荷清涼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芦荟薄荷清涼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黄金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黄金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黄金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玻尿酸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18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25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茶树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茶树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茶树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4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4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持久速干眼线液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4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5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AIVLINGN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ZYZ幂印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46 广州臻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莲凯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eKylie VC甜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59
广州华洲化妆品包装有限公
司

LEGEE24k金逆时空蜂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64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LEGEE二裂酵母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66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净透控油修护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净透控油修护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净透控油修护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逆龄肌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83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伦恩火烈鸟女士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91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美人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898 广州丰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娜斯类蛇毒肽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03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雪莲柔肤净颜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0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反转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1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反转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1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反转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14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LEGEE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1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天天香固态香体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4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雪肤世家鱼子精华贵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28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31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蜜舞花畔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舞花畔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舞花畔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3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34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蝶美娜酷翘猫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42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D.A.V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43
广州三果演艺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幻影魔雕优源靓肤精华液+皙润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48
广州森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詩汀纤秀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49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淑水润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55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臻红润颜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8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二-奢宠焕活精粹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8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薄荷清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099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吻轻奢柔雾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02
美爆（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淡蒂活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12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伊娜牛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1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牛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1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牛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19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牛小白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20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牛小白靓肤净肌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32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淡蒂活肤亮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37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靓姿雅腹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靓姿雅腹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靓姿雅腹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牛小白滋养净肌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3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净葵零度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零度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葵零度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净乐老姜王补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53
蒙特奇云仓供应链（广州）
有限公司

楚媛妃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71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AILCARE 玻尿酸雪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77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POFENNE珀芬尼鲟鱼子黑松露双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81
广州小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佳肌底修护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8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耐沃植物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085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淡蒂活肤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20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人参臻颜沁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莎焕肌提拉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35
广州星妮娅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淡蒂活肤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37 广州淡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侈之约硫因肽胺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40 广州妍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逆龄紧致修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4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靓肌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4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浩承美肌 小精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49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靓肌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5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靓肌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5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靓肌焕颜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5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靓肌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6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素迷甘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甘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甘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德凡滋润香氛身体乳（桃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79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妆际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188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愉生富勒烯冻干粉紧致嫩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36
广州臭皮匠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精致焕活润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39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小苍兰香氛丝滑滋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1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保湿清透颜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2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妆际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肌颜艾叶舒缓滋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施溶尔氨基酸净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49 广州嘉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茹斯芭肌肤赋活修护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52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楚媛妃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53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媛妃璀璨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57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媛妃瓷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59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珂赋源修护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68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嘉施溶尔氨基酸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71 广州嘉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植萃养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77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亮肤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8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她公主花漾甜心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86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香柏安仙人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91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德琳焕活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294
广州曼德琳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精致皓月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12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maliao FACE PRIMER M29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17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2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2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2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梦兰诗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33 广州希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燕窝多肽提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35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燕窝多肽提亮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4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净乐老姜王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52
蒙特奇云仓供应链（广州）
有限公司

生物水源氨基酸卸洗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61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光感水嫩变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62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如妃美颜持妆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66 广州皇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幻彩流沙定妆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8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卡露雅 虾青素双效亮颜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90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诺芘歌 深海泥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391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ZIMEIYAN资美妍香氛固状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23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轩黑樱桃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0
广州市颜茹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点美新妆轻盈清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轻盈清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轻盈清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IT'S-7丝柔光蕴隔离霜1#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4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MKELA梦其拉玻尿酸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5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IT'S-7丝柔光蕴隔离霜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487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甲壳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甲壳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甲壳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珂赋源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08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依卡茵莹润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13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肤泉 焕颜肌蜜养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17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然美毛孔细嫩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2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芙起点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25 广州同辉商贸有限公司
UNEK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33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嘉魅臻美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6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清美荟山茶舒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清美荟山茶舒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清美荟山茶舒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海姿芙舒缓保湿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7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珂酵母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80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ZIYAN姿言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YAN姿言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IYAN姿言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淑保湿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84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水光隔离蝴蝶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59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Menoface梦诺菲诗黄金贵妇蜂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08
舒康肤（广州）医学护肤品
研发中心

唐秀瓷肌玉润组合 瓷肌玉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20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瓷肌玉润组合 瓷肌玉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29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浮生若梦十六色眼影盘
02情迷曼谷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30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唐秀瓷肌玉润组合 雪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31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浮生若梦十六色眼影盘
01清迈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3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森珂三肽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69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欧语诗背部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背部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语诗背部温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EK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3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ni Beard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ni Beard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ni Beard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ni Beard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06169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丹娜斯精品 焕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03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落雁芳洲富勒烯淡纹紧致多肽修护冻干
粉-富勒烯淡纹紧致多肽修护冻干粉+富
勒烯淡纹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20 广州市九古贸易有限公司

丹娜斯精品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24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NLYRAN奥洛颜积雪草舒缓补水定妆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4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秀玫瑰香氛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66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鹿奈 甲油胶 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76 广州俪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8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8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拉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86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乙一氨基酸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91 广州聪尔贸易有限公司

苗养康 悦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799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美日记熊果苷水感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04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熊果苷水感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05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熊果苷水感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09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吧 水解胶原赋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吧 水解胶原赋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吧 水解胶原赋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行健堂 奇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佐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行健堂 奇源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佐氨基酸红参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2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氨基酸红参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2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氨基酸红参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2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2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眼部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2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1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兰德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花神草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花神草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花神草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思菲儿智臻腹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52 广州如一商业有限公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口红(#637)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5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腮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6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腮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6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腮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6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柏诗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68
广州颜柏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你如后补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88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舒养润纹修护套盒润纹
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90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忆香缘星河免洗护发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星河免洗护发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星河免洗护发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舒养润纹修护套盒润纹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896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素迷美肌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美肌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美肌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颜柏诗美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18
广州颜柏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uropean Garden深层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37
广州优若翩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丽仁堂绿润养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3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 慕斯哑光口红 AC702/37#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41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颜烟酰胺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45
美百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益生妍 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48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深处滋润多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深处滋润多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深处滋润多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轩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59
广州市颜茹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昕玉肌臻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6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安肌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6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轩气质橘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65
广州市颜茹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昕玉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6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FANSEE兰菲丝鱼子酱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2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靓美昕水感靓肤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沁润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迷深层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深层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深层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19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LUXNASEL聚时焕能素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01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自动旋转极细眉笔4号灰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02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慕漾牛奶蛋白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08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泡泡水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0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1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蜜思菲儿专研腹纹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25 广州如一商业有限公司

苗养康 女性和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38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39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otsatint净透舒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42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养康 肌肤舒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43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养康 肌肤活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44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养康 肌肤轻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46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麋鹿雪肌臻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4
广州匹诺曹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LAFANSEE蜂蜜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5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5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7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7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7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玺悦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2089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兰顿男士海洋活力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52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韩博主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博主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博主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蒂莲六胜肽丝滑青春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6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liao MATTE MOUSSE FOUNDTION M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67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宠你如后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68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liao MAKEUP REMOVER M129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70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欧蒂诺蓝铜肽冻干粉水光亮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76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丽兰心魅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8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迪智色彩时光肌雾面口红#发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95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透明质酸钠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197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薰衣草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薰衣草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薰衣草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彩虹炫光玻尿酸抗衰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玫瑰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蔻颜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13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蓝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植萃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4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神经酰胺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6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小分子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7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益生元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益生元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益生元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马鞭草迷迭香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马鞭草迷迭香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马鞭草迷迭香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泥坊靓肤容颜七件套-氨基酸净透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3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江姿草本植物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51
广州依蓓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丽匙 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56 广州韵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卡茵活氧玉洁冰纯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1 广州泽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牛油果滋润护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牛油果滋润护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牛油果滋润护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YUE怡玥亮眸眼部套组-亮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4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芭比姬娜柔雾顺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柔雾顺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比姬娜柔雾顺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YUE怡玥亮眸眼部套组-亮眸洁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7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濡如意意迷雾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69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YUE怡玥亮眸眼部套组-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72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艾来姿玻尿酸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7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YUE怡玥亮眸眼部套组-舒缓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7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亮眸眼部套组-亮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77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桑榆斑草粉嫩沁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蒂莲水光瓷润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4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活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活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活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翎雪焕彩驻颜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7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之冉女王水光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女王水光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女王水光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9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MOONEEDY柔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2299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鹿奈 甲油胶 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2309 广州俪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岱法国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璀璨花漾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槿堂 动力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55
广州鸿都盛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艾臣御龄焕颜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2 广州众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嬌瑪仕水漾光耀莹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斛语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87 广州传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臣御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90 广州众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水能量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93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水能量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94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 胶原蛋白蚕丝球 粤G妆网备字202006259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COLD ME 水能量倍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05 广州祥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贵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贵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贵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江姿喷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6
广州依蓓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江姿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29
广州依蓓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榆斑草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3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养康 滋养沁润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67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liao CONCEALER M40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71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美致时分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73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佰億润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春佰億润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春佰億润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7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知韵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韵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颜彩迷纱高光粉饼-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87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迪娅蔻斯水光湿粉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9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苗养康 清养润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696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芙媞 海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04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YAGIE雅姬蓝铜赋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07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玛心心相印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08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凯秀草本舒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09 广州市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匠堂抚纹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19 广州市诚客商贸有限公司
HY-HUG至尊鱼子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20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清透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2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补水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1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2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红糖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3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华洛晶钻莹润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5 广州青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补水润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6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补水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39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镁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镁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镁草本喷喷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HS寡肽祛痘抗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76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ITI多肽修护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77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一叶森林 沙棘焕颜提亮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平衡润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平衡润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平衡润肤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艺谷胱甘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7 广州如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润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润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润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YAGIE雅姬琉光凝时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5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YAGIE雅姬琉光凝时奢宠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6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7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7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修护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巧克力丝滑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巧克力丝滑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巧克力丝滑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琪之谜炫魅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2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依莱丽沁凉修护冰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0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玫瑰妍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OHS微分子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2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xiuYuɑn锦秀媛腹部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4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JinxiuYuɑn锦秀媛肩颈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7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FV富勒烯胎盘素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富勒烯胎盘素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富勒烯胎盘素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xiuYuɑn锦秀媛腰部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20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颜佳宜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21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xiuYuɑn锦秀媛胸部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22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JinxiuYuɑn锦秀媛舒养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25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MILYZI蓝睡莲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蓝睡莲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蓝睡莲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53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克活性肽急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54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十三女郎乳木果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2884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美人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07 广州丰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语馨 蜗牛深层修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13 广州金硕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  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1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  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1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  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1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克舒缓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52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一-奢宠娇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肌源净肤管理一-清痘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8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缇Diti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82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三-奢宠娇嫩冻干
粉+奢宠娇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298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肌源净肤管理三-清痘净肤冻干
粉+清痘净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1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琪之谜亮采塑型双头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11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星纯绿豆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21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2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优碧丝乳糖酸玻尿酸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25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2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3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3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柔纱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40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4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IYEONSOO多肽塑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44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二-舒缓复颜精粹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5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氨基酸温润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64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主色之迷星空薯泥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6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6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玺悦颜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72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芙燕窝多肽提亮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9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CIA摩洛哥丝亮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93 广州标浦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一-舒缓修护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96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燕窝多肽提亮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099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腺苷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0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malab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16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水解胶原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23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伊之薇语山羊奶烟酰胺滋润莹亮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38 广州薇语贸易有限公司

XiaoHuaSe健康温变精华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55
广州华邦传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YEONSOO肌初赋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70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黛冰肌如玉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172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花悦系列固体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0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魔法锁色雨衣口红（雨衣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0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荟美时光喷喷收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美时光喷喷收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美时光喷喷收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魔法锁色雨衣口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10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多肽赋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16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莹多莉亚雾面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18
广州莹天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玫瑰精油+久慕王妃奢宠臻美
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2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ERBALA黛尔贝拉滋润保湿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0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D.A.V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3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玻尿酸水凝泡泡粉底液
101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MIYEONSOO莹润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6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雅华萃精粹琥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精粹琥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精粹琥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舒缓修护精油+久慕王妃薰衣
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25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寜草本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66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玻尿酸水凝泡泡粉底液
1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7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曼寜水漾光感无瑕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73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SHAO﹠TONG小分子玻尿酸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卡丹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77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曼寜花颜净透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80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寜玻尿酸深润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86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清滢保湿水润蚕丝隐形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89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小金盒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2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棠黛精萃明星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3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氨基酸高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599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白玉芙人水嫩亮肤冰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水嫩亮肤冰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水嫩亮肤冰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修瑜堂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1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YEONSOO六胜肽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15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olee佑丽炫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22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LAI极致魅影九色眼影 02#南瓜豆沙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23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济堂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2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承美梦境多效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0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净亮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1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2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滋养沁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3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富勒烯光感新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4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舒润净妍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5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凝时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6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玻尿酸新肌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37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花草之谜保湿煥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57
广东诗丽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璀璨流光眼影YY003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79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I·OU北鸥甜梦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8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甜梦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8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舒养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V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00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莲卡丹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01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老太腹部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月洛婵草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十月洛婵草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十月洛婵草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lamourera 多肽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3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雅华萃活肤透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活肤透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雅华萃活肤透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空气刷雾感裸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53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赞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55
广州纯然美肌化妆品有限公
司

UNEK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57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平衡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61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砾银离子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65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如素LIRUSU活性炭臻润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69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塑颜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生源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7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烟酰胺芦荟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7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思菲儿生物活性肽冻干粉+生物活性
腹纹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76 广州如一商业有限公司



Lotsatint弹力紧致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79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诺儿小分子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诺儿小分子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诺儿小分子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8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仙人掌多效修护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9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胎盘素胶原蛋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797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希茜元气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2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诺尼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肌因修护冻干
粉+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26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芙诗尼玻尿酸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39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EK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40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赫兰顿男士海洋活力保湿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42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SAMUN LISA小熨斗微震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4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小熨斗微震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4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栖水伊人清爽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清爽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清爽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妮莎弱酸性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83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IMG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84 广州熙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净化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88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彦池多肽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89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问时光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896 广州椿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问时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04 广州椿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兰顿男士海洋活力清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16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活力焕彩弹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18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活力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59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格尔卡尼品格抓不住柔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2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净甘露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玉净甘露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玉净甘露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ARTKEN 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6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柏诗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77
广州颜柏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思蜜塔尼娅舒润焕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80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SheVrNai希维娜塑颜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90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舒缓焕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3997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按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05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素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1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婵轩堂 山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25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木宣言基质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26
广州大美人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星辰闪烁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2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伊俪 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伊俪 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伊俪 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茜宝夜猫眼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59 广州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川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川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冰川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60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龙血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63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Creators of Beauty草本精华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77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草本精华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77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ors of Beauty草本精华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77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市花匠无暇净透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80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芙雪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水漾多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9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妮雅玻尿酸补水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94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妮雅玻尿酸补水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94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妮雅玻尿酸补水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094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梓炫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19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妍海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35
广州灿梦企业形象策划有限
公司

卡斯曼 富勒烯玻尿酸灯泡拉丝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39 广州润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氏佳颜焕颜修护液一号+焕颜修护液
二号+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43
广州美氏佳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野龙胆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龙胆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龙胆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6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蜜雅保湿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69
贝蜜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小碎花）E02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逆美人冻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2 广州丰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蒂莲水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金币眼影（小碎花）E01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迷媚璀璨立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6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焕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罗拉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组合-寡
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81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芙湶玖龄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194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POHMIUZO 柏妙妆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00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微冠蓝铜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0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悠赞蓝孔雀蘑菇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0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玻色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0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泊泉雅黄金素奢耀舒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黄金素奢耀舒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黄金素奢耀舒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3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法缇丽盈润嫩肤爆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4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膜園浅表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43 广州膜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玥富勒烯石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45 广州昊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彦池马齿苋舒缓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57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温洛姿活性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7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8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68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兰煦氨基酸鸸鹋净颜修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70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抗加龄固态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85
广州抗佳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肤名媛六胜肽蛋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六胜肽蛋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六胜肽蛋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29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点美新妆强韧盈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强韧盈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强韧盈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1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蔻王妃燕窝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12
广州市蔻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颜芳华净颜新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1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蜕深海鱼子酱臻选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20 广州诺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姿源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33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活颜醒肤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61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嬌瑪仕 粉透丝滑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6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茜宝夜猫熬夜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371 广州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山羊奶雪肌倍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0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folia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16 广州天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洛颜樱桃水润柔肤泡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4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缇丽水润沁颜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51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Glamourera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54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颜美肌富勒烯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颜美肌富勒烯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颜美肌富勒烯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如花烟酰胺亮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4
广州市阿丽梵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杰尔玻尿酸活颜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8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舒心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7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洛颜葡萄籽粉嫩焕肤泡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摩无痕水解胎盘童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79
广州瑞萱干细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BAGLI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82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雪肌素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88 广州喜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石斛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89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桑榆斑草多效肌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9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烟酰胺芦荟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49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NLAA银河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09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世家黄芪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19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野番茄红素亮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番茄红素亮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番茄红素亮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清堂清韵皙润防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44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舒沁修护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45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cki & kerwin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48
广州益健益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素肌维生素VB5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62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安树 脐带精华肌因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68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 樱花飞舞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69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芊荟美之恋芦荟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84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滋色珍珠精华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8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芦媛烟酰胺芦荟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9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芝颜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97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素美人鱼之泪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598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野海茴香焕能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海茴香焕能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海茴香焕能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清新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清新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清新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 浮光跃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3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A.V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7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芊晴水光玻尿酸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8
广州市阿丽梵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迷水光莹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莹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莹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2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4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嬌瑪仕冰川水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5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谷胱甘肽
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5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ONAEL欧奈尔玫香舒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56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薇雨佳颜烟酰胺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3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一-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黄细心舒
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6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瑛派儿依兰花精华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派儿依兰花精华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派儿依兰花精华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ONAEL欧奈尔洋甘菊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69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OHS烟酰胺亮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72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期汤·花期足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花期足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花期足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瓶中时光二裂酵母时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77
广州佳申宜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NAEL欧奈尔玻尿酸青春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8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刺梨果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698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芦媛芦荟舒缓安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0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黄细心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09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ONAEL欧奈尔玫瑰舒活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1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OHS六胜肽紧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13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1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1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佐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1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RAJAN清凉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25
广州市小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水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水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水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套盒焕采亮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汐凡倪多肽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37
广州市沂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4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耐沃植物氨基酸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46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瓷肌光感套盒瓷肌光感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鱼子酱盈润滋养套盒鱼子酱盈润
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套盒弹润芯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5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烟酰胺美人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烟酰胺美人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逆龄清椿烟酰胺美人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6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TTEMAY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7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TTEMAY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7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TTEMAY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7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镁壹渼玻色因酵母安舒臻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78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季元堂艾绒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81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紫米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782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悉檬艾泡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8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艾泡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8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艾泡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8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焕颜滋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83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isheroYo悦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487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芦媛烟酰胺芦荟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1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肤泉焕颜肌蜜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18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赞蓝孔雀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20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萃集臻采双色双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21 广州植萃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舒缓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2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赞蓝孔雀惊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26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洛颜猕猴桃焕颜靓肤泡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2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赞蓝孔雀三角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0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MINATE Collagen Hydrogel Orange 
Eye patch with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UMINATE Collagen Hydrogel Orange 
Eye patch with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LUMINATE Collagen Hydrogel Orange 
Eye patch with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SLAM 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蕴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38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5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5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蕴绅士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57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玫瑰焕彩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奇异果控油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6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蕴持久塑型哑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2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金箔抗皱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HA KISS Collagen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ollagen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ollagen Gold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and 
Hyaluronic acid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Orange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Orange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Orange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Eye patch with Snail,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7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8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Collagen 
Bubble Clay Mask with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Collagen 
Bubble Clay Mask with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MISHA KISS Carbonated Collagen 
Bubble Clay Mask with Ros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79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Vitamins (B5, 
B3, 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Vitamins (B5, 
B3, 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 Vitamins (B5, 
B3, E)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2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Best's Nest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Best's Nest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ollagen Hydrogel Eye 
patch with Snail,Best's Nest and 
Snake Poison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3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Carbonated Bubble Cla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4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Eye patch with Snail, 
Honey,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Eye patch with Snail, 
Honey,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BIOBELLO Eye patch with Snail, 
Honey, Sea Buckthorn Fruit Oil and 
Gold Osmanthus

粤G妆网备字2020064986
广州市白云区美莲葆化妆品
厂

瑛派儿依兰花持久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0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派儿依兰花持久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0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派儿依兰花持久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0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凝时鲜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1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妍魅尔烟酰胺赋氧凝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16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舒盈焕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18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自由膜法银箔修护透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2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思蜜塔尼娅活力舒缓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29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宠你如后润养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47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钻石名媛尊享套-雪罗兰
保湿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55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钻石名媛尊享套-雪罗兰
肌底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61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钻石名媛尊享套-雪罗兰
神经酰胺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6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钻石名媛尊享套-雪罗兰
神经酰胺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6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钻石名媛尊享套-雪罗兰
神经酰胺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 铂金丝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2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國棟柔焦裸肌粉底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3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國棟柔焦裸肌粉底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4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國棟柔焦裸肌粉底液(0)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6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法缇丽烟酰胺山核桃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79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光感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9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薏菲老姜王柔顺健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5092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珂赋源修护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10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BOTRE栢草源双分子六胜肽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1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甜心舒缓嘭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38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煜琳颜控二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41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琳颜控一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47 广州煜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微娅 桑菊花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6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灵芝芦荟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62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灵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73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7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丝缇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83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如沙清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85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素颜提拉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8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PSL SIGNATURE LINE 幽香哑光塑型发
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88 广州市宁洛贸易有限公司

易龄堂温养紧致调理套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七子芦荟清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9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汀裴俪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197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丝缇娜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00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丝缇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04
广州文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龄堂温养紧致调理套紧致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1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龄堂温养紧致调理套温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1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凝时抚纹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凝时抚纹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凝时抚纹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瑞雅心妮亮颜透皙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兰妍诗头皮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2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诗头皮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25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灵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4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蔻小分子胶原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43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强芯素野型护发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45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空气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6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氨基酸紧致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70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蓝萃净化修护膜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72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灵原液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76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芙秀积雪草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79
广州凯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灵洋甘菊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8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灵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83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蔻石墨烯生物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293
广州续颜无纺布制品有限公
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舒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00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3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3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3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焕颜滋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03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13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焕颜保湿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16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17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静富勒烯燕窝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2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静富勒烯燕窝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2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静富勒烯燕窝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2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27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6颠覆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3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6颠覆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3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6颠覆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3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0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花火夜璨十六色眼影盘 06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1倾爱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1倾爱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1倾爱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2心机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2心机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2心机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若澜富勒烯活颜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6 广州明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7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49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54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子极细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5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4斩男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4斩男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轻吻释色凝润口红04斩男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5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隆隆金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8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8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隆隆金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8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透派积雪草安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88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草本御养套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91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之本焕颜本草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398
广州市三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浪丝滋润爽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04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芦媛芦荟凝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1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美女与野兽唇釉（#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8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sln暨茵多肽修护冻干粉+暨茵多肽修
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8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88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495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轻薄柔光持妆粉底液13#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拉美叮鞣花酸植物臻萃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5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歌丝慕轻薄柔光持妆粉底液2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晶焕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晶焕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晶焕润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焕颜新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焕颜新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焕颜新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凝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1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诗网红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2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诗网红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2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深层修护护发素(臻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29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舒柔氨基酸洗发水(臻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2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遇茵子富勒烯光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LACK 光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光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光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C SOURCE OF CHARM温美泉焕颜透肌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39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YAHQIAO 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41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VEYQUA泊薇泉臻颜逆龄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46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遇茵子多元集萃修护冻干粉+集萃精
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5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影魔雕润泽养护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54
广州森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颜兰卡深海矿物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64
广州黛妍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timan卡缇漫活泉莹润透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68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康韩姜泡脚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韩姜泡脚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韩姜泡脚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芳莱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86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瓷肌净颜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92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娜斯·精品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597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NAEL欧奈尔马齿苋海藻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02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舒肤名媛六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六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六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丽诺言真我粉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真我粉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真我粉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泽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真我黄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真我黄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真我黄钻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双酵母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双酵母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双酵母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滋养水润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0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红石榴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1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红石榴焕颜肌底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2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柔滑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3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红石榴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4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红石榴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5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红石榴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6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寡肽润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27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洗发乳[尊享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3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生姜原液精华发膜[尊享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32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发膜[尊享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3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氨基酸水润舒缓平衡洗发乳[尊享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3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斯道尔 柔顺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柔顺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 柔顺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2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3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3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3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3 美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 神经酰胺精华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 神经酰胺精华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 神经酰胺精华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紧致眼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紧致眼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紧致眼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霜（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精华液（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芭莎深海鱼子紧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59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sheroYo六肽-9精华套盒-RisheroYo
莹焕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65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郭主任鼻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79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臻萃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81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幂云黑宝宝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82 广州幂云贸易有限公司

浩康汉芳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8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汉芳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8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汉芳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8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盛世姿彩青春密码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92
广州盛世桦彩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9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9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9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娜斯·精品 焕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698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水感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08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仙人掌奶酵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10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耳圣堂全息赋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15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菁纯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1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龄康苗家金方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20
广州华健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皓灵姿人参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2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人参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2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人参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2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耳圣堂离基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25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奢颜胶原多肽逆龄青春套组-胶原多
肽逆龄青春素+逆龄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1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耳圣堂全息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2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姿彩净颜养肤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4
广州盛世桦彩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驻颜鲜肌套蓝
铜肽紧肤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EK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6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润雪补水润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肤名媛积雪草活氧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积雪草活氧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舒肤名媛积雪草活氧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法颜姬富勒烯逆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48
广州市法颜姬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漫香肌源净肤管理一-分层吸附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5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桑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桑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Suquan苏泉星耀眼线液笔（桑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氏焕颜草本植萃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62
北京曲氏焕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广州分公司

YANLAI幻彩轻盈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6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小姐奢宠蛇毒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71
初见保保（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多效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84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91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93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密钥滋养早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795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茜宝夜猫补水修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03 广州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光淡纹复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光淡纹复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水光淡纹复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柔感纯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柔感纯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柔感纯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1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善葫芦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一-深海氧能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羽柔定妆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羽柔定妆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羽柔定妆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善葫芦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一-奢宠娇嫩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2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NAPHIL施奈芙金钻蜂胶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30 广州施奈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密钥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42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俏儿灵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4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俏儿灵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4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俏儿灵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4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SLNX再生多维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4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菲雅燕窝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70 广州晋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AM 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malights DERMA V slim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malights DERMA V slim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malights DERMA V slimm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LAM 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流金岁月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8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GSG魅眼明眸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5899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暨美莳醒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1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寡肽魅眼套寡肽魅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1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寡肽魅眼套寡肽冻干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1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舒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舒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舒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3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御古方美姿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美姿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美姿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惜颜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光甘草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VIRAS雅吕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82 广州窗明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腹辣妈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腹辣妈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腹辣妈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HARH 维生素B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5996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爱菲晒美人水宝宝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爱菲晒美人水宝宝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爱菲晒美人水宝宝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丽姿曼山芙蓉舒缓静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14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16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水感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17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彦池烟酰胺晶透柔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23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影魔雕优源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25
广州森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缔瓷焕颜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27
广州市芙缔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品瑶浴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7
广州养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3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YEONSOO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40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和静瑶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43
广州养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405）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5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59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0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4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丁采尼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5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7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胜姿百合阿胶黄金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8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悦森氧清韵（润）养护套-森氧清韵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6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公主多肽滢润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7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蓝铜肽玻尿酸补水修护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7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蓝铜肽玻尿酸补水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78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浩康草本圣宝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草本圣宝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草本圣宝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BOTRE蓝铜肽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3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蓝铜肽玻尿酸补水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6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蓝铜肽玻尿酸补水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88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恋妮活泉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94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碧多肽面部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多肽面部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多肽面部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9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诗黛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099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袖草本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袖草本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袖草本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0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柏丽光感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06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RE二裂酵母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1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500）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1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415）

粤G妆网备字202006611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6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美博士雪颜保湿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62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韫焕颜修护套（多肽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解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63 广州缘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7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316）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7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潇钰柔致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潇钰柔致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潇钰柔致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04）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8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色水光养肤贵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49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云若澜玻色因活颜焕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12 广州明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世姿彩童颜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26
广州盛世桦彩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蜗柔浓姜精华润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3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蜗柔浓姜精华润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3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山茶嫩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3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她她公主妙曼清晨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34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雨姿兰野生姜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3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C紧致提拉塑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紧致提拉塑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紧致提拉塑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4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4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5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CTEUR REPARATION细致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细致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细致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5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6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6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67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复颜紧致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7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C&TC小肌蛋焕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72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品格抓不住弱酸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7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TSPA 美藤氨基酸毛囊清洁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82
广州市美藤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TSPA 美藤古木精华头发还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595
广州市美藤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红参蜗牛保湿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04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惑都市威廉莎士比亚戏剧唇釉
（#206）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1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媚莲凯活性肽莹润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活性肽莹润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活性肽莹润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2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2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2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龄知视黄醇凝时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39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生源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44
广州碧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黛新颜冻干粉+新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48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黛亮肤冻干粉+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51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黛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52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脱麗露松竹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脱麗露松竹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脱麗露松竹冰肌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琅遇氨基酸净颜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6 广州琅遇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神经酰胺补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神经酰胺补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神经酰胺补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6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7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琉颜堂多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76 广州宸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蜗柔浓姜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8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蜗柔浓姜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8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暖心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81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椰青牡丹花水润发乳（垂顺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066691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 TRIER德佳妍肌底保湿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08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ONAEL欧奈尔椰油清养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10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RisheroYo六肽-9精华套盒-RisheroYo
六肽-9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1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水光安瓶套盒-RisheroYo水
光沁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1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RisheroYo水光安瓶套盒-RisheroYo水
光沁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0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鸿益德艾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1 广东禾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焕龄嫩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6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焕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7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焕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8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焕龄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29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梦诗丽活性多肽透润净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1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诗丽活性多肽嫩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3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诗丽活性多肽滋养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4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月奥蒂明星贵妇膏（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明星贵妇膏（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明星贵妇膏（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3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洗发乳[尊
享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4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六胜肽水解胶原提拉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六胜肽水解胶原提拉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六胜肽水解胶原提拉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4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六胜肽抗皱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六胜肽抗皱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六胜肽抗皱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馨碧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茜宝夜猫眼袋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61 广州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灵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7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7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77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椰青牡丹花水洗发露（清爽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79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璐琴斯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89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丽匙舒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790 广州韵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SOMEI极光焕彩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15
广州市哈维斯特贸易有限公
司

瑞宜去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20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28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复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33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复颜抗皱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35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璐琴斯醒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38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璐琴斯靓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42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莉悠莹润美肌凝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44 广州淑莉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48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碧诗赋妍紧致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50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椰青牡丹花水洗发露（丝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56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逆凝时光时光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圣御古方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健首益生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87
广州中科蓝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典复颜抗皱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89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仙多肽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多肽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仙多肽蛋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68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苏莱曼玉露保湿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03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温泉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温泉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温泉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YEONSOO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12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可·玛丽六胜肽紧致眼霜（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2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拉朵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29 广州高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妮儿小蜜蜂深润净颜美肌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小蜜蜂深润净颜美肌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小蜜蜂深润净颜美肌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9
粉妆玉琢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62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梓誊薇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7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梓誊薇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7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梓誊薇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7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8
蜀江桃红桃粉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84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淳净屑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85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莉悠焕颜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87 广州淑莉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毛囊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毛囊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毛囊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10
云梦绵情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91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 绿野仙踪 粤G妆网备字2020066997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缌璐妤美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0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缌璐妤美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0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缌璐妤美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00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淳顺滑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03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一-深海氧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0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1光的
轨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13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1光的
轨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13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1光的
轨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13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圣丽芳舒缓靓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25
广州市美肤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倾心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26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解谜金币眼影（小碎花）E03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云若澜富勒烯修护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37 广州明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ROZELY库拉索芦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兹妮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5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兹妮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7
赤朱丹彤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66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派焕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73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6
西子荷韵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082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莱宜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07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5
月光琉璃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08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4
红叶丹枫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15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邂逅花漾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17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美伊平衡修护护理发膜（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1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美伊平衡修护护理发膜（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1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美伊平衡修护护理发膜（深层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1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莉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21 广州淑莉悠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玛安格俄罗斯套娃风情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2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28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香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香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香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3
月貌花容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35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邂逅花漾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48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寜水嫩焕采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53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F.R.C悦活眼部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58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知心透润柔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59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开一面水光亮肤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开一面水光亮肤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开一面水光亮肤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缘鸵鸟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容缘鸵鸟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容缘鸵鸟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7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玥多肽亮肤修护冻干粉+梵玥亮肤修
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75
广州卓娅科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逆凝时光时光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19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彩和坊弹润芯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弹润芯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深层净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和坊焕采亮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06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酷巧修护微囊水晶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11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木宣言石斛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15
广州大美人美容服务有限公
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亮颜修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1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竹炭控油净透拉丝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8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97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朵莲草本舒缓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草本舒缓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朵莲草本舒缓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2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灵姿人参养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1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人参养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1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皓灵姿人参养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11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3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W摩登卷翘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41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康脚爽之星舒爽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4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脚爽之星舒爽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4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脚爽之星舒爽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4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ZEI男士轻装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55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雨肌唇复美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66
广州辅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零肌底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77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HOO媛后嫩滑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83 广州苏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TE CREAM 6°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84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光感奢润气垫CC霜01自然裸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85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TE CREAM 3°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8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莉德维稳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92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俏 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9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TE CREAM 12° 粤G妆网备字202006739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蔓本草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PTI安奈雅防护隔离美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16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巧柔彩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2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SEELL OXIDATE CREAM 9°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43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佳人绝色滋润口红（小辣椒
999）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4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佳人绝色滋润口红（浆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49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立体灵动眉笔（咖啡色B2）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6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保莉德安肌冻晶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69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立体灵动眉笔（浅灰色G1） 粤G妆网备字202006747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玉芙人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7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7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7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曼寧驻颜水润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72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DafuJenny达肤珍妮肌肤之钥舒缓调理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92 广州市达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寜水漾光感水凝深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96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小苏打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599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虞美姬灵芝生机奢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0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口红雨衣不沾杯修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1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口红雨衣不沾杯修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1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口红雨衣不沾杯修护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12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LING佰伶粒立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1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赋活植物细胞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4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赋活植物细胞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4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赋活植物细胞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4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立体灵动眉笔（灰黑色G2）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4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萝蔻芦荟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51 广州巍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黑磁条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黑磁条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LYFEEL黛丽菲儿黑磁条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5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梵玻尿酸保湿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58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DREAM-TASTE清爽防护走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76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科品美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89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保莉德奇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90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柏诗肌肤屏障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95
广州颜柏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HOOL SHOW书院秀小黑管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697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傲颜今生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RB极细小三角眉笔01#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19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妆前修颜隔离霜 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20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逆光之肌喜马拉雅玫瑰矿物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光之肌喜马拉雅玫瑰矿物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光之肌喜马拉雅玫瑰矿物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2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4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4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4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3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RB纤细持久防晕染眼线液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41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ZRB纤细持久防晕染眼线液笔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45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保莉德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49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莉德雨润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51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九胜肽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凝时光时光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6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ZOZU燕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燕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燕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2
相思红豆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83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妆虾青素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86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1
国色天香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87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6珊瑚红·陌上花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88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艾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793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C黄金淡纹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黄金淡纹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黄金淡纹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5酒红色·醉红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10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集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11 广州珍颜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哲控油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18
广州市自然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4枫叶红·思锦瑟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0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御古方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御古方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妮莎珍珠深层滋润精油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3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3郎红色·十里妆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4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2橘红色·笑倾城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27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JAVEN控油祛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30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将维JAVEN皂角控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31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37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UL MASK派皙国风滋养口红XD-
001豆沙色·相思蔻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40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沙漠女孩骆驼奶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43 广州米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紧致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5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C玻尿酸驻颜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玻尿酸驻颜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蔻C玻尿酸驻颜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肤士绮抚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5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二-奢宠娇嫩软膜
膏+奢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三-舒缓修护冻干
粉+舒缓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黄金玻尿酸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黄金玻尿酸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黄金玻尿酸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6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姿冰爽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8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冰爽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8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冰爽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8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美欣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诗美欣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诗美欣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78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OPESELI厚希男士海洋劲能冰凉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INA MILA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INA MILA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INA MILA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乐妃胶原蛋白弹润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1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透肌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2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清爽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清爽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清爽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乐妃悦色梦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2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滋润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滋润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滋润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柔顺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柔顺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柔顺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乐妃悦色梦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4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50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保湿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保湿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凤宝莲氨基酸洗护套装氨基酸保湿身体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轻透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轻透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轻透水润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玫澳珍珠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75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 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87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大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大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大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88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颜如沙清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89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三重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三重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三重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小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小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双头睫毛膏-小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067991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黄细心焕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01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贝尼缇嘉黄细心透晳美肤套-黄细心透
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03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俪升美臻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06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颜如沙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09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解芭蕾啵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解芭蕾啵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解芭蕾啵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廷兰花多肽精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活酵母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33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婲草美蓉寡肽修护冻干粉溶媒组合-寡
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37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诗丹妮焕颜滢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57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樱花馥郁沁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樱花馥郁沁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樱花馥郁沁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1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茶树精粹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茶树精粹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茶树精粹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2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菁纯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优肌源碳酸泡泡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碳酸泡泡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碳酸泡泡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酵母蛋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酵母蛋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酵母蛋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蔓越莓小粉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蔓越莓小粉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蔓越莓小粉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甜橙小黄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甜橙小黄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甜橙小黄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季颜活酵母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活酵母舒缓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3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活酵母嫩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4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活酵母精萃水光通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5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活酵母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Michly富勒烯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88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承美梦境净透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97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承美梦境焕龄黄金还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098 广东承美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希思美 虫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0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虫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02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人贝花青素滋养莹亮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35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朵完美极光晚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4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巅峰之恋保加利亚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58
广州美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莱曼多效出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5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焕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161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将维JAVEN氨基酸舒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08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乔怡爱妆前修颜隔离霜 01#柔情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18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剿巢爱淘植物护足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2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爱淘植物护足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2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剿巢爱淘植物护足精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2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T'S-7臻萃晶耀美颜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24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乔怡爱妆前修颜隔离霜 03#自然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29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青柠清爽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39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砾极润水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40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净透修护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4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怡爱蜜桃清爽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46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贝丽然氨基酸温和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2
广州蓓丽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EY灵秘紧致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灵秘紧致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灵秘新润亮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灵秘新润亮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柔顺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5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将维JAVEN皂角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81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纤姿丽人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9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9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丽人多肽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29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将维JAVEN胶原蛋白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18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悦活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2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悦活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2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悦活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2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4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4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惠丽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41 广州市丰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水润滋养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54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CHUN菲唇白藜芦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85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 富勒烯胎盘素多肽修护冻干粉-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 富勒烯胎盘素多肽修护冻干粉-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 富勒烯胎盘素多肽修护冻干粉-
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3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璐琴斯清肤修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01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玑保湿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玑保湿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玑保湿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韵香公主沉香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42
广州香文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姿美尔男士俊逸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48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IS BUDDY植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50 广州润岛贸易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47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54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和時尚冰爽清洁凝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5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VDS水光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VDS水光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VDS水光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0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30游星)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3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29甜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6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莱丽氨基酸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6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采新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采新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焕采新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 赋妍紧致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渼康芦荟舒缓冷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4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28果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7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Yue越小姐二裂酵母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静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89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仲静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94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羅蜜氏橄榄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9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赞 富勒烯冻干粉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96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赞 黄金多肽蜂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498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赞 24K金六胜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00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RAVORA幼肌彩虹精华液（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09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VORAVORA幼肌彩虹精华液（六肽-9）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1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VORAVORA幼肌彩虹精华液（烟酰胺）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1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淘淇淇透明质酸钠滋养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17 广州盛企源日化有限公司
VORAVORA幼肌彩虹精华液（神经酰胺
3）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2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VORAVORA幼肌彩虹精华液（羟癸基泛
醌）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2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王子爱活力炭净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3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康老姜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3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老姜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3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老姜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35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恒大冰泉 美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54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芙秀积雪草修护按摩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55
广州凯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萱轻柔丝滑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565 广州罡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贝姿盈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34 广州琅迈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丽芳烟酰胺靓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41
广州市美肤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浩康金姜王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4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金姜王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4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金姜王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4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HSLEGEND传奇洁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洁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洁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6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2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润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25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柏姿水润轻透防护隔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2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岚玥富勒烯初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28 广州昊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邂逅茶语草本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耳圣堂臻萃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45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丰盈弹润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50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柏姿芦荟青萃水润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5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耳圣堂臻萃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53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蓬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56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U.sunyee健康指彩(U056干枯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59 广州尚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鱼子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9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纤若美草本软膜粉1 粤G妆网备字2020068794
北京容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宣谷氨基酸深层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雅妃德隔离霜（紫罗兰）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20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伊美博士雪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22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芙婷舒缓保湿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3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芙婷舒缓保湿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3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芙婷舒缓保湿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3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野蔬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3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星尘流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5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耳圣堂耳部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6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嫩滑滋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嫩滑滋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嫩滑滋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肌焕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59 广州威骆达商贸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卓能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青春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5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思菲儿专研腹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6 广州如一商业有限公司



雅妃德隔离霜（薄荷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6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DR水漾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73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妃德隔离霜（樱花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7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SJCS奢感鹅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奢感鹅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奢感鹅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7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焕颜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890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问时光多肽亮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00 广州椿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菁纯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菁纯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菁纯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仟颜白茶精华系列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白茶精华系列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白茶精华系列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1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百颜金盏花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17
美百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护肤龄角鲨烷润肤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角鲨烷润肤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角鲨烷润肤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3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皇颉奢宠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40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CHCOCO香氛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4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ICHCOCO香氛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4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ICHCOCO香氛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4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天羽仙多肽修护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48 广州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2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眼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眼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眼肌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3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安堂 舒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颉肌能赋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56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润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67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MOOS苏玫氏植萃修护焕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73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SLEGEND传奇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8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8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898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斑娜修护焕颜套-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0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迪斑娜修护焕颜套-龙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诺绵羊毛脂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13 广州诺绵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水感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1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颉奢宠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30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植物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38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璐琴斯水动力润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0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姈纤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1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元姿善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颉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3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丹尼芊姿魔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4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颉奢宠源萃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6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迷你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迷你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迷你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4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ER欧尔燕窝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3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皇颉柔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5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水元素丝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7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64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6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蓓补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6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活颜VC管理一-活颜净透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活颜VC管理一-活颜净透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烟酰胺亮肤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亮肤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烟酰胺亮肤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珀肌颜牛油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8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袖草本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袖草本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袖草本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8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活颜VC管理三-活颜净透冻干粉+
活颜净透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9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芙斯町烟酰胺靓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095 广州仟藻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1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1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玛蒂沁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1 广州喜澳化妆品有限公司

MQII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QII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婷萱水漾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27 广州罡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润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8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洛笙氨基酸海盐嫩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49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润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52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6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水润养颜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6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6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德美蒂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美蒂单方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蜜优赋活微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3
当家优选（广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柔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柔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柔轻盈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7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 褐藻水光臻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91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东江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197 广州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姈香氛水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0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伊洛芬植物精粹水润焕亮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04 广州谜面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江月护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09 广州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猫眼印章眼线液笔（两支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36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碧澳妮水缘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水缘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水缘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 SERRMII植物滋养修护发膜[尊享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4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植荟 酵母活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72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讴勓1998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7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兰妃富勒烯冻干粉拉丝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81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9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SG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96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十三女郎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299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野生姜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0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丽芳臻颜靓彩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4
广州市美肤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盈润水柔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精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2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精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2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点美新妆精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2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芙拉美叮净颜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39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JINYINHUA 防护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5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妍纯蜗牛水光拉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54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焕亮净透水光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焕亮净透水光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焕亮净透水光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语邂逅花漾柔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49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美良品粉色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497
广东诗丽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姬双重净透洗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09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宝兰芦荟胶（凝缩精华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30 广州微淘里商贸有限公司
韩潇雅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FW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2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4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FW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3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4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FW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4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4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唐王妃美肌水嫩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61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黑灵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黑灵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黑灵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羅蜜氏水嫩精纯身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血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银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银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银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8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紫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紫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紫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姿润肌能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深海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深海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深海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里相遇 曼妙优雅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沙棘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沙棘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沙棘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蓝莲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蓝莲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蓝莲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米拉KELEMILLA胎盘素复活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米拉KELEMILLA胎盘素复活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米拉KELEMILLA胎盘素复活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活肽抚纹精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1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1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活肽抚纹精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2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熊果苷水感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36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缇丽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44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瓷肌净颜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52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尹舜雅特硬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54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色多肽清痘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56 广州尊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TSPA 美藤多元肽植萃养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64
广州市美藤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2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寂静森林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8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璐琴斯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79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扶正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8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AOPU PROFESSIONAL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5 广州标浦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思美 虫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虫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婷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0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0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02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美度芊姿魔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08
广州易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 虫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虫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1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虫草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虫草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贵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贵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1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贝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22
广州美肌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熊果苷水感滋养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25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美翠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4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维奥 富勒烯灯泡肌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4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维奥 富勒烯灯泡肌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4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维奥 富勒烯灯泡肌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48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让焕颜凝时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53
广州鑫莹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密龄靓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6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泊俪清肌冻干粉+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75
广州蔻泊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萱控油爽滑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798 广州罡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21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VEN胶原蛋白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22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蔻月潮色温感护发乳(迷雾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25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寐觉晚安睡眠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33
广州崔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AI修护精华固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43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月潮色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44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52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OKUL表皮多肽修护套-活力精粹修护
冻干粉+修护活性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60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强根免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74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拉美叮鞣花酸植物臻萃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81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宜堂金缕梅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86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慕兰萱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892
宏美汇供应链（广州）有限
公司

伊诺琪花语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01
广州百年康美健康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11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迷冰感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1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舒缓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2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贝花青素强韧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22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3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珈洛美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35 广州柏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唐秀肌肽修护组合 肤宁百草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37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新肌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40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鼎妆完美精彩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42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妆完美精彩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42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妆完美精彩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42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臣御龄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44 广州众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紧实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籽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6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伊璐琴斯植物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57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SLEGEND传奇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润肤精华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润肤精华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润肤精华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颐天养哎油乐悠悠组-净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70
广州三颐天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婵超级沙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76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派金刚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78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N新肌时光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79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NC美女与野兽唇釉（#211） 粤G妆网备字2020069993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美女与野兽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0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timan卡缇漫臻颜胶原蛋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05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无痕水解胎盘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11
广州瑞萱干细胞医疗科技有
限公司

VNC美女与野兽唇釉（#400）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1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纪古绮JIGUQQI血橙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28
广州酷酷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媄涵梵尘菁纯高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3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凝时光时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逆凝时光时光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苑柔一喷秀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40
中利（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氏明心珍品蓝铜胜肽祛痘冻干粉+祛
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47
广州熙丰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唐秀肌肽修护组合 皮膜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48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塑颜提拉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50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际 奢养菁致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51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面之吻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6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63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蜜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65
贝蜜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堡罗王子男士恒润经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74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BIAOPU PROFESSIONAL香水原液精华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77 广州标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平衡控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88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麋鹿酵母菌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91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金番红花充水深润
套番红花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09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焕肤亮颜套雪
绒花微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蒽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2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蒽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2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蒽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2 广州美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雪绒花焕肤亮颜套雪
绒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蜜雅复活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8
贝蜜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优立肤萃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09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甜言蜜语水光玻尿酸水漾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12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 赋妍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14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皙颖烟酰胺水光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20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丝冰爽薄荷古龙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37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花木山妆水润鲜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40
广州海之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贝丝冰爽薄荷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45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SMANZI施蔓姿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47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屈山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48 广州千屈日用品有限公司

石室翁天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5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VEN舒缓修护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54
广州望川秀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芝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60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PRO 薇宝磁波振动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8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磁波振动蘑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8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薇黄金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91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93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基底修护套-基底修护冻晶粉+
基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194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雪柏丽光感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03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羅蜜氏桂花金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08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13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ITi芭碧缇微晶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15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御香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御香闺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妍雅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2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玉菡修护清爽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3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耳圣堂全息精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4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岚美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5
广州市贝岚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型美汇控油强韧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29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奢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3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强之燕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强之燕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强之燕逆龄修护冻干粉组合-逆龄修护
冻干粉+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3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玉菡水感透润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39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E SELF自然悦己菁润莹亮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41
广州自然悦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也西男士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42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二-深海氧能精粹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24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欧缇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35 广州欧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二-深海氧能补水
软膜膏+玻尿酸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3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BLET玻尿酸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37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透透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59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六胜肽紧致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海藻小灰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海藻小灰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海藻小灰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抹茶小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抹茶小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抹茶小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小绿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小绿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小绿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洗发水(玫瑰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7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洗发水(樱花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78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洗发水（COCO）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79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沐浴露（玫瑰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8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沐浴露（樱花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82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8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晰妍本草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91
广州悦美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芮思多效童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94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本堂赋活焕颜冷皙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399
卿本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叶丽子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0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辅酶多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05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0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0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瑿生美雪肌焕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09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芮思逆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11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焕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15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漫朵多肽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多肽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多肽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3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DS温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VDS温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VDS温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2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杰列斯男士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男士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小方瓶遮瑕持妆粉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4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46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飞燕植物润净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51
广州俏卓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新颜多肽魅眼套多肽魅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5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新颜多肽魅眼套多肽魅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5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biocos润肤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59
广州莱博克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新颜多肽魅眼套多肽冻干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6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颜芬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73 广州伊诗美贸易有限公司
伊颜芬 多肽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74 广州伊诗美贸易有限公司

芊·倾·堂冰川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7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贝拉纤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88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珀美悦颜活肌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49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蓝铜胜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0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蓝铜胜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0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蓝铜胜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0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乐妃悦色梦幻身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0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肌颜水漾固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10 广州贝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际 洁颜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14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法珀美悦颜靓肤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17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VELA密颜优润冻干粉+密颜优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1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修
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23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ECS GARDENIA 红茶酵母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2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31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子男士固体香膏（清新果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3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肤生源透皙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3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娅时光焕龄初颜套-时光焕龄素+时光
焕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40
广州市兰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娅时光焕龄初颜套-时光紧致微脸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42
广州市兰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子男士固体香膏（清新木质调）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43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娇兰诗黛寡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64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男士固体香膏（木质花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67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盈润水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6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麋鹿酵母菌丰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75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仟塑清盈一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78 广州奇行商贸有限公司

爱蓓瑞蒙动幻变套组-蒙动幻变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7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蓓瑞蒙动幻变套组-蒙动幻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8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美胸部滋养套装-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活颜VC管理二-活颜水感精粹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活颜VC管理二-活颜雪肌软膜膏
+VC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冻干粉修护组合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598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仟颜白茶控油柔顺系列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白茶控油柔顺系列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白茶控油柔顺系列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1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莉斯汀薰衣草牛奶雪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15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玺悦颜草本御养套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20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 SONNA高清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22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光影塑颜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光影塑颜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光影塑颜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草本御养套草本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3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千花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4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千花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47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千花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4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璐莉积雪草水亮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5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索泉富勒烯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泉富勒烯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泉富勒烯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璐莉燕窝多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61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黑丫片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黑丫片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黑丫片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夏日清爽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7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颜康面部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87 广州美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  玻尿酸补水原液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9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乐温和亲肤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694
广州市美妍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T·F持久香氛植物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06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紧致抚纹眼塑套-紧致
抚纹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11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百草物语草本珍萃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17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薇精灵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86
广州市金渠品牌运营有限公
司

DER TRIER德佳妍紧致抚纹眼塑套-微分
子眼部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96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SUIZCHU水之初烟酰胺修护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98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反转巴
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反转巴
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反转巴
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清爽轻柔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清爽轻柔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清爽轻柔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斯伦诗驻颜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36
广州杰恩蒂企业管理服务有
限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旺仔奶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旺仔奶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A YOUNG烟酰胺身体乳喷雾（旺仔奶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颜芬臻萃水光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39 广州伊诗美贸易有限公司

esxec静肤宝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5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2记忆
沙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2记忆
沙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柔幻星沙十色眼影盘02记忆
沙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66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颜邦素 百色心机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67
广州颜邦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园竹语抹茶紧致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75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地古方艾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地古方艾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地古方艾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UNCNU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UNCNU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UNCNU七子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富勒烯冻干粉+光彩焕颜修护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899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麒麟竭靓颜冻干粉+光彩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04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紫松果菊静颜冻干粉+光彩焕
颜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05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虾青素美肌冻干粉+光彩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08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蓝铜胜肽理肤冻干粉+光彩焕
颜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11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IMAJI仕玛吉羊胎素多肽修护冻干粉+
羊胎素润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17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美加馨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29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舒缓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3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道方白藜芦醇水润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38 广州巨淼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4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4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4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薇儿火山泥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47 广州茗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琪之谜玻尿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53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旭研鹂多肽美肌冻干粉+多肽美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76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缘丽靓颜修护冻干粉-靓颜修护冻干
粉+靓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82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泊俪新颜冻干粉+新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85
广州蔻泊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 MATTE PRO LONG WEAR LIQUID 
FOUNDA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9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牛油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93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Meijicai美肌彩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95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蓝铜肽逆时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099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蓝铜肽逆时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00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莱宜烟酰胺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04
广州雅美芳莱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FH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07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奈斯沁润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09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30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2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颉角质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27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H 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29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缘丽水漾修护冻干粉-水漾修护冻干
粉+水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31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六胜肽玻尿酸水动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32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六胜肽玻尿酸水动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34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六胜肽玻尿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36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六胜肽玻尿酸水动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40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缘丽净颜修护冻干粉-净颜修护冻干
粉 +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48 广州诗园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六胜肽玻尿酸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51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T·F清爽控油男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73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T·F肌底修护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078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T·F清滢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01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霁妃HANJIFEI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02
广州市韩霁妃化妆品有限公
司

Q·T·F持久香氛植物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09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啫喱香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粉妆故事甜橙靓肤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密码草本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草本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草本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jicai美肌彩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3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粉妆故事牛油果细致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千花净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1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Q·T·F持久香氛植物精油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26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惜颜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烟酰胺小灯泡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43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野蔬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野蔬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野蔬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菡多肽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89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SUER清胭虾青素冻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虾青素冻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虾青素冻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1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焕变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07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丽然烟酰胺提亮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19
广州蓓丽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芙雪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26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诗哲虾青素海参抗皱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1
黛诗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亿莲雅舒颜密龄眼部套盒-密龄靓眸眼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2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菡御龄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37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素肌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89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9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9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紧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9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伊蒂富勒烯黄金多肽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298
广州市维美盛世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24K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04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黑灵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08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玻尿酸原液蚕丝面膜（保
湿）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0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紫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20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B艺术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37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本哲学微生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42 广州市颜究院科技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檬秀儿水嫩宝宝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7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多肽童颜修护冻干粉组合-多
肽童颜修护冻干粉+多肽童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81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檬秀儿水晶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39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希银多肽蜂窝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03 广州宝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04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轻柔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07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水俪姿烟酰胺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1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舒净养护套-舒净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舒净养护套-舒净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舒净养护套-舒净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檬秀儿夏日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25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肩颈养护套-肩颈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储颜植萃衡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储颜植萃衡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储颜植萃衡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御艾颜畅享养护套-畅享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畅享养护套-畅享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畅享养护套-畅享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Q·T·F沁颜靓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5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艾颜温舒娇颜套-温舒娇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温舒娇颜套-温舒娇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温舒娇颜套-温舒娇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草本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1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艾颜姿玉养颜套-姿玉养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姿玉养颜套-姿玉养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艾颜姿玉养颜套-姿玉养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德拉白檀精粹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5
广州微立雅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檬秀儿牛油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46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植物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50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缔美复合多肽修护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玻尿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6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悦颜瓷肌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64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笛乐妃悦色梦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6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逆龄紧致组合-逆龄紧致冻干
粉+逆龄紧致溶媒液+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73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法珀美植萃调理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74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肤士绮抚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77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姿舒缓润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86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Q·T·F肌底沁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89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啫喱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科颜亮颜嫩肤组合-亮颜嫩肤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493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Q·T·F焕颜修护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02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楚媚儿薰衣草亮爽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09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NOWFURY雪芙润焕颜净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11
广州市法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漾牛奶蛋白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12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巴伊生泰密香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19 广州偶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伊然子  FLSPWELR备长炭男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23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哲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44
广州市自然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ANRRIS富勒烯水透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5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水透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5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水透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5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井伊然子  FLSPWELR红酒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57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啫喱香膏(偷心人)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偷心人)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啫喱香膏(偷心人)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颜姬清爽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6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美皙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美皙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水光美皙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7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77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姿魅潮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9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飞丝生姜润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生姜润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生姜润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草川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599 广州铭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T·F烟酰胺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02 广州能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美佳滋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09 广州永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ENO艺术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1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艺术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1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艺术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1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艳蕊奢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奢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奢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路通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路通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路通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龙胆赋活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2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卿本堂赋活淡纹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1
卿本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姬焕颜柔肤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3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3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氨基酸净颜
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氨基酸净颜
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氨基酸净颜
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丽子娇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清逗美妍臻品套-清逗美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悦颜多元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1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丝碧澳妮寡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寡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碧澳妮寡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邂逅清爽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7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氨基酸水漾清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8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静见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85
广东意医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洁面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8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洁面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8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洁面乳（至尊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8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daili舒戴丽血清蛋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693
广东黛丽坊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珠思蜜塔尼娅舒盈身体香氛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65
广州先歌文化活动策划有限
公司

IDOK舒颜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66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6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控油持妆无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71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吻A醇逆转紫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73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SheVrNai希维娜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76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柔雾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7178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JUROU润发秀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0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胜肽魅眼套胜肽魅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0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胜肽魅眼套胜肽魅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0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草宝贝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12
广州琅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VrNai希维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13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纯想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21 广州弥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雅胜肽魅眼套胜肽冻干粉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2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椰青牡丹花水香浴露（滋养美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39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eVrNai希维娜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45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金刚侠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4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莱娜小棕瓶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小棕瓶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小棕瓶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日女神玻尿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56 广东今日女神科技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α-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57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SHIMAJI仕玛吉塑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65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KAIFUXIU积雪草补水修护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69
广州凯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寡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70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ZZ紧致滋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72 广州护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K舒缓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7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积雪草植萃清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1894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型美汇丝质顺滑结构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05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飘微晶焕颜清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微晶焕颜清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微晶焕颜清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HTMeng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3 广州铂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蚕丝定妆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蚕丝定妆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蚕丝定妆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张王胶原蛋白温变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张王胶原蛋白温变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张王胶原蛋白温变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1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晰妍本草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26
广州悦美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焕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38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水漾焕妍仙人掌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5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水漾焕妍仙人掌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5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水漾焕妍仙人掌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5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e Colour极细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56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润根植物精粹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60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曼后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63
曼后（广州）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COMOOS苏玫氏银离子姜萃爽盈氨基酸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69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姿伊美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姿伊美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姿伊美雪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忆丝丝滑柔亮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75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星贝蓓艾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2 广州诚迈贸易有限公司
宝丝迪魔方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3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氨基酸净澈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6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糯特星闪银河定妆喷雾（珠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8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羽仙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1997 广州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迷迭香调理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0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室翁水源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DOK黄糖滋润光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12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漫朵遮瑕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遮瑕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迪漫朵遮瑕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NC格林系列公主高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2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格林系列公主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2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4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3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美加馨密罗木赋活肌肤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0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牛奶与甜橙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索妮欧多肽平衡蓝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多肽平衡蓝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多肽平衡蓝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5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4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6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5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7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5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暨美莳寡肽魅眼套寡肽魅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5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8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5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40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6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6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鲜颜肌活虾青素冻干粉+鲜颜
肌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69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一-肌底修护中和
剂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7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密水光湿粉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7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蕙漫香深海氧能管理一-氧能补水角质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7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 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78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佰格沙棘鸵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佰格沙棘鸵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佰格沙棘鸵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一-娇嫩水凝中和
剂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彩虹富勒烯女神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牛初乳水光肌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09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哈热穆玫瑰保湿嫩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灵芝草本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19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活氧泡泡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1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红胶囊活氧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3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山茶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26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曲肽烟酰胺熊果苷亮肤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36
广州市草本曲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萱肌雪肤肌源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4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人参茯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4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羅蜜氏小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5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59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龄笈积雪草植萃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62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63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6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道头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84
广州药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密码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澍焕龄臻颜套-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91
广州帝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龄笈马齿苋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92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咖啡因紧致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199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汇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汇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1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氨基酸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17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缘 肩颈舒缓修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肩颈舒缓修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肩颈舒缓修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淳水润亮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2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GNELLR婷奈儿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润蓝铜肽精微提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7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日光早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29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积雪草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31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ALUX娜娜露可丝叶黄素亮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35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秘龄笈积雪草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47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5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萱肌雪肤肌源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6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灵芝草本焕颜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69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噼里啪啦系列指甲油
CP39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7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秘龄笈灵芝草本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77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凝润光彩水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8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斯度亮三度丝蛋白焕颜提拉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丝蛋白焕颜提拉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丝蛋白焕颜提拉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2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马齿苋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01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RRYN壳聚糖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RRYN壳聚糖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RRYN壳聚糖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草博士水肌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08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GL∧sey歌钠絲水润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13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龄笈草本植萃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16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K氨基酸清爽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20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草本净化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22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ETTYPLUS烟酰胺高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RETTYPLUS烟酰胺高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RETTYPLUS烟酰胺高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马齿苋草本修护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39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马齿苋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1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讴勓1998 氨基酸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XYVIIZZ多肽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48
广州中韩尚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藜笑菲活力精华液+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5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藜笑菲活力精华液+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5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藜笑菲活力精华液+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5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凝润光彩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5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让焕颜凝时抗皱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63
广州鑫莹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俪妍寡肽立体修护溶酶液+寡肽立体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70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悦姿牛奶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牛奶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悦姿牛奶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之唇山茶花水润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93
广州美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SMOI迪姿诺 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9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DISMOI迪姿诺 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9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DISMOI迪姿诺 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396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葡萄柚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21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涅肤女士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33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勋美莹润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41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比丽养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43 广州昂瑞贸易有限公司
伊勋美茶多酚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4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蜂蜜滋养修护保湿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蜂蜜滋养修护保湿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蜂蜜滋养修护保湿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彩花田记忆清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4 广州旭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FUYAN初芙妍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FUYAN初芙妍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保湿精华水（至尊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6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保湿精华水（至尊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6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沣月奥蒂神经酰胺保湿精华水（至尊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6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焕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91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乔怡爱芦荟清爽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92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艾比丽滋润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498 广州昂瑞贸易有限公司
纳斯蓝丝赋活修护套赋活修护冻干粉+
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01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博芮思多效紧致冻干粉+多效紧致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05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素儿 雪凝修护冻干粉+雪凝修护菁纯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06
广州市净泉冰纯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美日记水溶性负离子矿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0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忆丝免洗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11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Mamily男士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17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霜姿堂六胜肽水润修活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52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兮贵妃至臻新肌冻干粉+至臻新肌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4 广州蔚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视黄醇亮泽焕颜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视黄醇亮泽焕颜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视黄醇亮泽焕颜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1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活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20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牛奶去角质修护保湿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2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牛奶去角质修护保湿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2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牛奶去角质修护保湿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2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24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指尖玫瑰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 _YAn补水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 _YAn补水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 _YAn补水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霜姿堂寡肽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37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花萃净肤出泡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4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_YAn复活草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_YAn复活草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_YAn复活草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蓝铜肽逆时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60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美日记蓝铜肽逆时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6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泊俪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72
广州蔻泊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芙堂雪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73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尊享洁净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莉斯汀薰衣草牛奶雪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789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百草物语珍珠焕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04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去角质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06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悦蓝铜肽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35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娅斐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4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水妍朵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57 广州水妍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多肽氨基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7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MeenSno迷上玫瑰保湿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7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90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小鲜日记红石榴滋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93
广州爱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完美玻尿酸女神约会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895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倾幕丝缎柔雾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17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三色立体塑形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邂逅花漾清爽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柔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莱丽烟酰胺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49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舒缓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舒缓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舒缓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微肽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微肽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微肽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3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日本百合水光莹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雪肤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雪肤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靓颜臻品套组-雪肤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7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幻彩轻盈四宫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7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菲婷滋润补水手膜（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皓质呈露浪漫香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1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馫柔氨基酸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3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ABC蜗牛水光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蜗牛水光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C蜗牛水光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肌活御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91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紫苏净颜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2993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洋甘菊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08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植萃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植萃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植萃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城手作人参珍珠凝时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24
广州小城生活日用品有限公
司



GL∧sey歌钠絲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26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L∧sey歌钠絲修护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28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蕙漫香奢宠娇嫩管理一-奢宠娇嫩角质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33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祛痘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37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42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扬男士古龙香氛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43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小绿珠复合精油头皮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狮玉酵母赋活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酵母赋活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酵母赋活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VOMEE 凝脂轻盈自然定妆粉 03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6
广州市兰筠感肌贸易有限公
司

索妮欧水晶舒润清透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水晶舒润清透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水晶舒润清透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水晶温和净颜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水晶温和净颜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水晶温和净颜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VOMEE 凝脂轻盈自然定妆粉 04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1
广州市兰筠感肌贸易有限公
司

索妮欧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美全护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美全护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美全护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霓海洋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74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甄霓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76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彦池绿野芳香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1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特威空中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2 广州米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彦池果萃精华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3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彦池薰衣草舒缓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7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颜焕采靓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牵雅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10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Bee Colour清透无痕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27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贵妃至臻新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28 广州蔚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姜黄素博士姜黄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29
高萌禧严选贸易（广州）有
限公司

乔怡爱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柠檬）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37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38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乔怡爱舒缓净肌磨砂沐浴露（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40 广州华宫娜贸易有限公司

IT’S MY TURN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4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4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 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42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与安徒生童话曜彩眼影盘（贝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4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PEZE行云纤细双头眉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51 广州有份量商贸有限公司
PEZE行云纤细双头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52 广州有份量商贸有限公司
PEZE行云纤细双头眉笔(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53 广州有份量商贸有限公司
PIAC冰淇淋唇釉403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6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冰淇淋唇釉405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6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COK持久防晕染眼线胶笔 3#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65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冰淇淋唇釉4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6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冰淇淋唇釉4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7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7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葳娅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78 广州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葳娅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82 广州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COK持久防晕染眼线胶笔 1#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8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沐诗沁透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沁透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沁透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莹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莹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莹透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啤酒花美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水光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水光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沐诗水光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1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木瓜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0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年本草臻萃气垫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臻萃气垫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臻萃气垫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0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SCF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修护
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10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KAIMU烟酰胺焕亮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12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轻盈透亮定妆粉02#珠光贝母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1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轻盈透亮定妆粉01#慕斯轻彩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2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俪妍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俪妍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俪妍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AIMU玻尿酸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50 广州芝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清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5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瑟紫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紫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紫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优质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63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丽丝香柔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7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柔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7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丝香柔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7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莹润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7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8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红艾叶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89 广州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滋沐源品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沐源品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沐源品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2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骄芙百合植萃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植萃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植萃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美肌亮肤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2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诱龄美肌美肤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25 广州尚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芝科虾青素寡肽修护组合-虾青素寡
肽原液+虾青素寡肽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41
广州卓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由膜法牛油果细致嫩肤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49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骄芙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晶莹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4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HN.KOU尊蔻闪亮香氛宠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闪亮香氛宠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闪亮香氛宠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几红艾叶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58 广州得德环保科技有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69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翼颜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39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水光粉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06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肌活原生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18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臻肌美颜套组-臻肌美颜冻干
粉+臻肌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27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纤纤玉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29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CN睫毛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43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鳯妃飛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46
广州凤妃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允斌甘草原汁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47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爱美日记蓝铜肽逆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6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屑康宁滋养润爽型双支植物控屑组合滋
养润爽型植物净澈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71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碧锐蓝卡木槿花滋润轻盈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73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蜜颜皙酸性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76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822 星光红宝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80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831 冰糖杨梅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81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芮思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85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922 红色复古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86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脉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92 广州纤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830 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95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923 经典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073499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冰川雪莲素水感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0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美日记水溶性活颜高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03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魅惑 养源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18
广州大宏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DOK氨基酸清爽洗发水（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20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颜秘语水光蛋白柔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21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天鹅自然长密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31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35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赋颜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3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度新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41
广州易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CNRS虞美姬红参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4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小诗氨基酸清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48 广州宸诗服饰贸易有限公司
馫柔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49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黄素博士姜黄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57
高萌禧严选贸易（广州）有
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金钻灵动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5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霏沁 多肽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69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薇旭美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0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多效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富勒烯补水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金钻灵动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8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凡露希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露希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35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美说立体瓷肌多肽冻干粉+胶原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08 古美（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09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净颜修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定妆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定妆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定妆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紧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3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亮颜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瑞姬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妮瑞姬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妮瑞姬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亮颜隔离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亮润修护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1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亮采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亮采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亮采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亮颜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益肤霜（加强显著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益肤霜（加强显著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益肤霜（加强显著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uanEccS蓝斑马水润亮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6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anEccS红骆驼滋养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28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SONG修护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4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絔魅滋养舒胸贴套盒-滋养舒胸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絔魅滋养舒胸贴套盒-滋养舒胸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絔魅滋养舒胸贴套盒-滋养舒胸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4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月潮色温感护发乳(宝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55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易见美凝水补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60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水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65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70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一棹春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76
广州中植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e Colour高光塑颜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80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贝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81
广州美肌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夏季的番茄X22-
A）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8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西柚X32-B）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84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密院长女性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69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特威许愿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02 广州米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易见美凝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08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质厹玫瑰D22-G）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14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芙泉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朱砂玫Z32-1）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2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30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澳羊倍护 益生菌滋养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31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赤茶枫叶C22-A）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3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水微晶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34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摩卡A2020-M）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4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巅峰之恋氨基酸洗卸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47
广州美媛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绒雾哑光口红（珊瑚G20-A）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48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特威巴黎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51 广州米特威商贸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岱丽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岱丽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岱丽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二裂酵母净透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77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寧清滢补水水润蚕丝隐形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78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RMTA花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8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RMTA花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8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RMTA花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85 广州北美实业有限公司

木子文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寧透明质酸+玫瑰花提取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790 广州兴林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肌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肌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水润清肌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元素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元素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元素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1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阿尔卑斯冰川保湿固态精华喷
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阿尔卑斯冰川保湿固态精华喷
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阿尔卑斯冰川保湿固态精华喷
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岱丽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岱丽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岱丽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ENASUI水漾甜心密语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NASUI水漾甜心密语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NASUI水漾甜心密语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4
广州市优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玛之谜嫩透滋润美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嫩透滋润美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嫩透滋润美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溶酶液+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5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绵肌 透明质酸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绵肌 透明质酸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绵肌 透明质酸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臻卉婷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修护溶解
液+蓝铜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修护溶解
液+蓝铜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修护溶解
液+蓝铜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卉婷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
溶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生姜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3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丽美喷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喷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喷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姬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80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丽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8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8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8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ERMAS嬌瑪仕海洋巨藻驻妍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美肌隐形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美肌隐形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 美肌隐形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肌蓝铜胜肽冻干粉+凡肌海藻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凡肌蓝铜胜肽冻干粉+凡肌海藻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凡肌蓝铜胜肽冻干粉+凡肌海藻植萃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奥露菲亚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8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MISOO非凡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6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高岭土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8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小美骆驼奶沙漠肌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小美骆驼奶沙漠肌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小美骆驼奶沙漠肌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09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文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2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VrNai希维娜C60 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37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MSLAM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蜗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酵母奢宠舒缓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1
广州市蓝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Z烟酰胺焕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4
广州市蓝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时紧致素 易见美凝时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46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心蕙美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50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臻养沁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欣皮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86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美植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9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诗美植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399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LAM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茶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婷雅氨基酸洁净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07 广州雅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肌岩水光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30 广州梦昕贸易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53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53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53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珍珠提亮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5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姬焕颜衡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58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抗氧化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6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 TRIER德佳妍紧致抚纹眼塑套-水透
亮泽修护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79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昌·纯焕然修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焕然修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焕然修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丽匙媚眼紧致眼部套-黄金提拉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74096
广州资丽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肌丽人纤纤玉女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14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玻尿酸保湿舒缓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2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舒缓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23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37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爽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4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爽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4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补水爽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14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飞堂的故事燕窝胶原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229
深圳燕飞堂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易见美润泽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26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ARAN艾莲玫瑰纯露鲜活亮采水嫩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29
广州私人定制气雾化妆品科
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温顺羊系丝滑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温顺羊系丝滑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温顺羊系丝滑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兰诺高定绒感小羊皮口红（红棕色
#5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38 广州懿蔻商贸有限公司

净兰诺高定绒感小羊皮口红（大红色
#999）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1 广州懿蔻商贸有限公司

唇纷宠爱狐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宠爱狐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宠爱狐系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唇纷任性猫系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任性猫系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任性猫系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7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7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7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婲草美蓉祛痘美肤冻干粉溶媒组合-祛
痘美肤冻干粉+祛痘美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49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兰诺高定绒感小羊皮口红（烂番茄
#52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2 广州懿蔻商贸有限公司

唇纷霸道熊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霸道熊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霸道熊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坚毅狼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坚毅狼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坚毅狼系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9#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9#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9#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竹潭控油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66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冰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5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冰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5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氨基酸冰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5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7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芭秀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8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圣璐嘉兰焕颜保湿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85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4#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4#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4#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6#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6#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6#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3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R.GRAHAM舒缓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0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歆腹草本活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草本活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草本活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皮膜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皮膜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皮膜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04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植萃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植萃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植萃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歆腹皮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皮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歆腹皮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1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形象美茶籽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茶籽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茶籽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多肽黄金蛋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多肽黄金蛋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多肽黄金蛋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仙鹤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秘焕能和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2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育匠坊摩洛哥坚果油顺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3 广州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由膜法蜜桃补水修护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8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肌蜜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2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nacassiel 冷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3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冷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3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Ginacassiel 冷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3
广州市优品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1#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草博士茉莉花瓣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6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伊然子  FLSPWELR玻尿酸胶原蛋白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1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菲可多肽氧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洛可菲可多肽氧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洛可菲可多肽氧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49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蕙漫香苦参祛痘赋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00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姬秀水感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03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康芙堂净透茶树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0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米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12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12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12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井伊然子  FLSPWELR日本晚樱花多肽青
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20 广州博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植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39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U.YI尤一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4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逍密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2
盛世易美（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补水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3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V燕窝臻耀美肌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燕窝臻耀美肌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燕窝臻耀美肌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59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0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现蓝金舒缓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蓝金舒缓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蓝金舒缓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1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艾缇奈尔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精华倍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68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5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6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花奢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花奢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花奢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7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PTRGOX 水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89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骄芙百合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紫苏维E娇颜补水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1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解谜我很好色渐变腮红（番茄炒蛋）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黛骄芙百合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水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5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泛醌焕颜冻干粉+光彩焕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2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养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养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养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解谜我很好色渐变腮红（芝芝桃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润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润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白玉芙人润肤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解谜钻石满溢星云高光粉（蜜桃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0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黛骄芙百合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精华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1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养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养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养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芭斐舒缓洁肤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8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玻尿酸滋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29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MSLAM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极细眼线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黛骄芙净颜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净颜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净颜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MAN新肌时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3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由膜法樱桃补水滋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3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极细眼线笔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芦荟舒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舒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舒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桑果紧致嫩肤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由膜法柠檬靓肤水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46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冰点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7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尚小云茯苓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78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小云山姜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79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小云益母草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80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搏骋龄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龄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龄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6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恩多肽赋活冻干粉+多肽赋活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02
广东扶生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丽匙媚眼紧致眼部套-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10
广州资丽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丽匙媚眼紧致眼部套-鲜活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13
广州资丽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珀莎胎盘素清润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珀莎胎盘素清润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珀莎胎盘素清润保湿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透薄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28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丽思水润嫩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30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芳韵草本能量温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3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植素璀璨光感气垫霜明星色号B2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56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姿丹富勒烯胎盘素焕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57
广州凯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生源透皙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6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透皙美肌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6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69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妍复颜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妍复颜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妍复颜玻尿酸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の恋补水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5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8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答案鱼子酱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1 广州市欧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恋水光多肽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3 广州烜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源荟雅芦荟灌肤锁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源荟雅芦荟灌肤锁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源荟雅芦荟灌肤锁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79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黛清肌冻干粉+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00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霆暴风暗夜之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04 广州雷霆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唐秀净颜清透组合 净颜清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06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净颜清透组合 净颜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08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花娇宠搪瓷美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09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源荟雅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源荟雅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源荟雅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荟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韩吟姿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吟姿镜面丝滑滋润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索玫澳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58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纯冰淇淋身体磨砂膏（乳木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64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骄阳天使香氛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77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冰雪女皇香氛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79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优肌源酵素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酵素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酵素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8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秀净颜清透组合 草粹净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87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CHIC ELAN槿念烟酰胺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892 广州麦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忆香缘可可分子肽弹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可可分子肽弹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可可分子肽弹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嫩颜弹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植素璀璨光感气垫霜明星色号B10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24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羽 摇摇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31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37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玫澳原液修护定制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47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蜜植素溢彩缎光口红#816 四季樱珠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48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狐滋润口红试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云狐滋润口红试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云狐滋润口红试用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气垫CC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53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蓝朵小麦蛋白奇焕润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55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芭莎多肽逆龄滋润精华液套盒-多肽
冻干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3
广州科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4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玫瑰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玫瑰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玫瑰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5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凡美皙晶钻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晶钻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晶钻美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妆富勒烯焕颜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7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妆富勒烯焕颜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7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妆富勒烯焕颜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7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漫香舒缓修护管理一-舒缓修护角质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75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漫香肌源净肤管理一-净肤平衡角质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77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兰蜜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兰蜜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兰蜜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49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兰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兰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兰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雅澜强韧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02
广州柏丽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丁里里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2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夢彤眼部抗皱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2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Q10多效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3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弹力蛋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3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Q10多效活性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4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晴彩焕亮紧致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晴彩焕亮抗皱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4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弹力修护紧致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4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范草堂唤肤亮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51 广州恒社科技有限公司

星夢彤弹力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5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雨竹潭薄荷清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59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夢彤焕采透亮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6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焕亮紧致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6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REECHADA  GREEN TEA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GREEN TEA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GREEN TEA  SUNS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6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清蕴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清蕴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年本草清蕴橄榄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7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夢彤赋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7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dz水润保湿瀑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84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肌活修护舒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85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今蝉净颜祛痘清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94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竹潭痘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97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ZSION卡姿萱水感清透细腻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5099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赋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0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赋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1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2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际 奢养鱼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25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2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姿奇色修复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27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3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3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深海补水库玻尿酸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3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文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5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口红(#85)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6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ARR抹茶净颜小布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67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口红(#75)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7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淼愈裂裥菌素弹润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愈裂裥菌素弹润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愈裂裥菌素弹润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7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木偶奇遇记戏曲口红(#08)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7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塑颜紧致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191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O-Michly深海胶原抗皱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06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宣谷芦荟与洋甘菊滋养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0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星纯冰淇淋身体磨砂膏（香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19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艾缇奈尔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2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贝拉海藻菁萃塑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26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歌珊地玻色因奢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33
广州金悦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纯冰淇淋身体磨砂膏（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36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护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46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VOTTOV薇特薇水光亮肤修护冻干粉
+VOTTOV薇特薇修护保湿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75251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博蔓妮贵族丝滑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3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蔓妮贵族丝滑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3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蔓妮贵族丝滑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37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曼宣一生之水美肌流沙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42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科色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4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4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4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爱尚乐吧隐形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乐吧隐形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乐吧隐形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Bird玫瑰鸟密长双面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花娇宠修护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7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LAN＇Z津兰熙钻石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88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居家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92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放飞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93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神秘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398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夜店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01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期待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02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护小时代四叶草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03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李记约会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07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职业女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11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SINRAN海馨兰 莹润细嫩裸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14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时光肽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1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33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34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虾青素传明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56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古往净莱莹皙素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莹皙素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莹皙素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6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梓誉薇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梓誉薇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梓誉薇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润养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润养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富勒烯胶原蛋白小灯泡润养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阿集氧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7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诗娅 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8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诗娅活力莹彩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8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XIUNI珀秀妮多肽烟酰胺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0 广州本物贸易有限公司

盛诗娅活力莹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FANSEE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3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盛诗娅 玻尿酸活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面之吻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雨荷玻尿酸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498
广州市曼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诗娅 玻尿酸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0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诗娅玻尿酸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0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诗娅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昕言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12 广州唯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汝形纯臻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1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纯臻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1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纯臻靓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13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皙臻皙莹亮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2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言焕颜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27 广州唯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石墨烯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3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石墨烯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3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石墨烯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3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富勒烯弹润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3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布町梵苦参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5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町梵苦参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5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町梵苦参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5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色彩 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58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力色彩 牛油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60 广州雅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珀雅海藻之谜蛋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6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珀雅海藻之谜蛋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6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珀雅海藻之谜蛋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6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珀雅海藻之谜蛋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67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恋 黑玫瑰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9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汝形透肌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9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透肌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9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透肌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597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清润醒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0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清润醒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0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清润醒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0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蘿马*香辽罗马香氛滋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13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婗坊烟酰胺光感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23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INUS World 妍活透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24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华秀遇言修护滋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秀遇言修护滋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秀遇言修护滋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灵点伊0.1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多肽立
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5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活力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60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澜迪豹纹女孩轻透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62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RICHCOCO香氛精油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ICHCOCO香氛精油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ICHCOCO香氛精油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新靓琪 玻尿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空气感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姿颜小分子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78 广州穗康药业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毅婷魅力动人滚滚通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富勒烯奢润美颜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富勒烯奢润美颜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富勒烯奢润美颜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6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 新生机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1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 新生机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1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 新生机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1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ROYAL COLLEGE 多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35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兰花娇宠美人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52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芭秀眼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6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洛芭秀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6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洛芭秀弹力修护赋活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7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7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ITi芭碧缇冰肌保湿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7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鲤鱼
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芭秀焕彩美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9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索玫澳调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799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碧锐蓝卡木槿花植萃丝滑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08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谷儿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10
广州大都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京彩复活草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京彩复活草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京彩复活草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当归-锁水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3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QIAOLIROU俏丽柔 氨基酸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44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舒源角蛋白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56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敏淑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64 广州桦瑞商贸有限公司
幸她美   秀美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65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e Ojas苦参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69 广州初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0女神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0女神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0女神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她美   秀美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78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幸她美   通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2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INGLIFE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INGLIFE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INGLIFE透明质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蓝黛逆龄美肌冻干粉+逆龄美肌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蓝黛逆龄美肌冻干粉+逆龄美肌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蓝黛逆龄美肌冻干粉+逆龄美肌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芙妮咖啡清爽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7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e Ojas森林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89 广州初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520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520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520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89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水柔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0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妮帕琪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1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托妮帕琪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1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托妮帕琪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1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196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196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196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20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20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20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肌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1小红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1小红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雾化半哑唇釉401小红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5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美人鱼妩媚炫目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6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美人鱼妩媚炫目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6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美人鱼妩媚炫目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6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72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植美诗玻尿酸水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缤肌  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活氧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露菲亚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觅雅魅力天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88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诗臻颜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59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酷雅格闪耀珠宝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闪耀珠宝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闪耀珠宝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牡丹红养护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牡丹红养护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牡丹红养护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希婕多重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25
广州市米芯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华之秀臻爱冻干粉+臻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2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婷紧致抗皱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2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蔓菲婷黑金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3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植美诗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4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LYLE锌神经酰胺亮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6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 益生菌柔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72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6789爆闪小金钻水养轻妆气垫CC霜13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8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sonatural索妮欧紫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natural索妮欧紫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natural索妮欧紫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8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6789爆闪小金钻水养轻妆气垫CC霜2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098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文璇补水安肤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5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TTOV薇特薇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冻干粉+VOTTOV薇特薇寡肽修护冻
干粉套盒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7 广州晴美贸易有限公司

易见美凝时微脸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0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狮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修玻尿酸水光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4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奇奇怪怪系列温变指甲
油 Q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AOGIESNOW奥姬雪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19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QIAOLIROU俏丽柔 氨基酸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20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锌神经酰胺晶透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2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酵母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酵母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酵母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舒缓修复护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37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柠檬净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柠檬净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柠檬净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妠LUNA弹跳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64 广州一统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牛奶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70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塔爾草紧肤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172
广州芸疆化妆品有限责任公
司

妮希雅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4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玫澳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48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迷情魅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57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罗莎唐恩玫瑰纯露鲜活亮采水嫩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6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莎唐恩玫瑰纯露鲜活亮采水嫩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6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莎唐恩玫瑰纯露鲜活亮采水嫩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6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莎唐恩玫瑰纯露鲜活亮采水嫩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66
广州市众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优品色彩魔方腮红 01杏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79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VEAI水光肌多肽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85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K炫黑魅惑百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496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G03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0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诗芮娜奢宠赋活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16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牛奶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21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多肽赋活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32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34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梦诗丽活性多肽焕颜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35
广东梦诗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ILDING CARE玫瑰骑士香氛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81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YLYLE锌神经酰胺鲜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59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蓝睡莲VB5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4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融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5
美丽今生（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酷雅格柔幻星纱璀璨醒目炫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柔幻星纱璀璨醒目炫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柔幻星纱璀璨醒目炫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 多肽活力嫩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09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荷叶素鲜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叶素鲜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叶素鲜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YROZELY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2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姬肽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姬肽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姬肽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水泉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水泉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水泉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霏沁 多肽滋养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4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莉维美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4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4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45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珺修臻润美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51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  锁色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5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  锁色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5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  锁色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5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持妆滋养保湿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6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雅姿水光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70 广州安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持妆滋养保湿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7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持妆滋养保湿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7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立体绒光修容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7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灵动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8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立体绒光修容高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8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密码植萃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植萃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密码植萃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水泉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水泉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水泉富勒烯净肤冻干粉+净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69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奈斯金钻多效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02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雅丽润颜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22
广州聚贤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LIROU俏丽柔 氨基酸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29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3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丽莎植萃明眸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3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水感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42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星夢彤睛采眼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姬焕颜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47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亮颜嫩肤组合-亮颜嫩肤冻干
粉+亮颜嫩肤溶媒液+亮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48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皑雪儿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珺修臻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56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肌多肽蛋白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6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完媄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7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真完媄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7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真完媄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7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雍修堂木瓜蛋白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8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K浓卷风情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94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水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798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韩婵芦荟水嫩按摩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芦荟水嫩按摩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芦荟水嫩按摩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纤姿柔畅自然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08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恰好诚品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17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臻舒源氨基酸生姜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24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相模丝蜜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25 广州多田贸易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 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3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4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MINSHZEE 茗希芝双头高光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4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双头高光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4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双头高光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4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barpa水性指甲油 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1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弗尼弹滑眼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弗尼弹滑眼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弗尼弹滑眼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莓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6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抹茶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68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松露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71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朗奇甜心小姐香水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72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缇奈尔护肤防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7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姜黄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89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丽丝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93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皑雪儿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皑雪儿奢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89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茹斯芭肌底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29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斐丽FELEE富勒烯多肽亮颜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33 广州裕策商贸有限公司
乐朗奇邂逅香水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37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香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香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清香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果酱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5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竹潭控油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54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珍堂紧滑美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紧滑美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紧滑美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领界滢彩小气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62 广州滢彩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磨砂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64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UMAYAN育美妍光甘草定童颜组合-丝滑
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8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育美妍光甘草定童颜组合-甘氨
酸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9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育美妍光甘草定童颜组合-修颜
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9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觅雅魅力馨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6997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肌源洋甘菊修护补水套-洋甘菊美肌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1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凡碧诗富勒烯亮肤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1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DV复活草植物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27
毛利供应链管理（广东）有
限公司

卓族碎发整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1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妃丽姿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
粉+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丽姿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
粉+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妃丽姿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
粉+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xi奥系微分子丝滑隐形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6 广州奢时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芦荟滋润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49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0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1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3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4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复活草焕彩水漾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5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样年华气垫CC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59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琳小弯尖炫黑极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60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Skinov8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6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生姜乳酸菌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0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解谜钻石满溢星云高光粉（独角兽）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黛骄芙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来悦好 保鲜柔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097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氨基酸细腻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06 广州明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菁纯臻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0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绮雯水漾盈肌滋养霜（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20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洛芭秀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3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美玛蒂莎赋活养颜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3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芭秀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娜芙妮红山茶花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61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芭秀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6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菱秀草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菱秀草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17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小颜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20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CH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2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2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25
广州市霞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缘堂植物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植物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植物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希雅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欢氏蜜橙果萃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2
欢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多效智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多效智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多效智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吉蔻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4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希雅舒缓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希雅水动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希雅蜗牛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3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希雅蓝酮肽抗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4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欢氏葡萄果萃皙馥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42
欢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蜜雅美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47
贝蜜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简晗童颜多肽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64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修润养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65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欢氏柠檬果萃净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67
欢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珺修瑾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385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修水光润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20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濡如意意珍珠养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27
广州博隆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萱肌蜜凝时修护颈霜+紧致修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29 广州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净妍世家活性肽驻颜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3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悉檬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酵母凝肌晶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7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背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背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背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58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六胜肽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六胜肽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六胜肽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0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臂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臂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臂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腰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腰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腰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多肽呵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腿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腿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腿部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手臂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手臂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手臂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婷嫩肤养护保湿脚膜（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欧集葡萄莹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葡萄莹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葡萄莹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AS BOUTIQE清颜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45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S BOUTIQE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56 广州永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氨基酸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凝奇焕慕颜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6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凝奇焕慕颜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6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凝奇焕慕颜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66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双水光亮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6 广州信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碧玻尿酸酵素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玻尿酸酵素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玻尿酸酵素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媛轻畅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8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舒缓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87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姿舒缓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姿舒缓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姿舒缓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玫澳植物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1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草本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沃植物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694
泊沃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傲媛 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00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脂叫兽细致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13
聚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索玫澳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32 广州美慈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亮肤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3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爽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爽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芦荟爽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逆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44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媛轻畅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5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妍多爱柠檬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5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妍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6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6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富勒烯冻干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6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龙轻奢营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66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芝堂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0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纤纤玉女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3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至尊修护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787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衍丽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01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诺弥亚鱼子酱啤酒花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22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菱秀草靓颜肌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2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野菊花清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野菊花清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野菊花清香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屑康宁滋养润爽型双支植物控屑组合滋
养润爽型植物滋养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52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魅诗风吟深水炮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53
广州魅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荷花美颜活氧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美颜活氧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美颜活氧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6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QDQ类蛇毒肽晶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晶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晶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康宁强韧养发型双支植物健发组合强
韧养发型植物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3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落康宁强韧养发型双支植物健发组合强
韧养发型植物柔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5
仟丝秀（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美洛笙氨基酸海盐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7899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活颜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05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WISH 眉上心头四色圆柱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12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1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BELLA DEERE情怀探险家十二色眼影盘
（01小猪）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25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花柘致美护肤真空气垫修颜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29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致美护肤真空气垫修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30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致美护肤蚕丝蜜粉（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31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秀妍海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32
广州灿梦企业形象策划有限
公司

花柘致美护肤蚕丝蜜粉（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35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贝蜜雅多肽深层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38
贝蜜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微沙尔咖啡润肤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49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花颜润酵母凝肌青春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5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菱秀草靓颜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5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菱秀草靓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7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颜浅笑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7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浅笑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7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浅笑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7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臻纯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78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菱秀草靓颜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8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菱秀草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8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丽美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丽美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清颜瓷肌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799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妃尊尚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妃尊尚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妃尊尚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曼宣桃花醉美肌流沙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09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伊美玛蒂莎赋活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1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慕浠燕窝烟酰胺亮肤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烟酰胺亮肤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烟酰胺亮肤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1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曼宣银色山泉美肌流沙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18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睿丽雅睿颜秘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21
广州丽雅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慕浠燕窝多效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2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多效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2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多效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2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UER欧尔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30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奢莉卡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马鞭草酮迷迭香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叶二裂酵母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85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澎澎臻润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8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见君竹天然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9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叶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96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百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百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百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09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叶二裂酵母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07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朗玉本草多肽精粹水乳组合-多肽精粹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叶二裂酵母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1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龙涎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龙涎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龙涎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G红参柔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4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清丽阳薄荷清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15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莜金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金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金箔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蓝风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五月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五月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五月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滋养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滋养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滋养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urone玻尿酸密集补水冻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5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芙邦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3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浠燕窝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润多肽冰肌植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7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竹潭益肤净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87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9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小颜果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198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Clas Dioff 酵母多肽原液面膜组合酵
母多肽酵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 Dioff 酵母多肽原液面膜组合酵
母多肽酵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 Dioff 酵母多肽原液面膜组合酵
母多肽酵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ANE DANCE哑光柔雾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19
简舞（广州）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DAIMANPU小粉唇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23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自然无痕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33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浩烟酰胺多肽冻干粉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3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烟酰胺多肽冻干粉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3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烟酰胺多肽冻干粉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3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鹊柔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3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浩胶原蛋白紧致拉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胶原蛋白紧致拉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胶原蛋白紧致拉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悉檬修护宛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修护宛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修护宛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积雪草清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积雪草清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积雪草清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FULAN缇芙兰多肽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5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TIFULAN缇芙兰多肽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6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多效紧致修护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TREN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REN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REN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 DANCE水润透亮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4
简舞（广州）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JANE DANCE亮闪银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5
简舞（广州）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平衡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66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黛丽思野菜补水深层修护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74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OMEI GONG特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89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舒妮娅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293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莱颜往植萃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07
广州市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浩寡肽玻尿酸冻干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1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寡肽玻尿酸冻干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1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寡肽玻尿酸冻干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1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珺修臻润舒缓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38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鉌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鉌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鉌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45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拉美叮鞣花酸植物臻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52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法珀美植萃立体修护冻干球+ 植萃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61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沁极唇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74 广州芮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79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鹊柔水漾轻盈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93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   草本植萃祛痘套装   草本植
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395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拉贝儿辅酶Q10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08 广州语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 妍活透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18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韩淑魅 玻尿酸莹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2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淑魅 玻尿酸莹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2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淑魅 玻尿酸莹润保湿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23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洁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可泉芦荟补水舒缓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可泉芦荟补水舒缓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可泉芦荟补水舒缓丝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YZS轻盈透亮四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43 广州泉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忠佳黑钻丰润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45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尚星之光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55 广州蓓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泉去角质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5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之恋安肤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66
广州万启恒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固态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70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蘿马*香辽罗马香氛多效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75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 妍活透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81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VEAI黑灵芝眼部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83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MAYAN育美妍光甘草定童颜组合-密集
透吸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9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若澜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499 广州明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ROZELY 龙血皙颜修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0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J.G.J水解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06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植叶二裂酵母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16 广州植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新靓琪   草本植萃祛痘套装  草本祛
痘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1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小颜洋甘菊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24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熹莳净柔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25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妍悉草本净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66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6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乳酸杆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6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艾草原液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7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艾草原液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7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艾草原液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7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烟酰胺透亮沁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7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海绵微晶粉+海绵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77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润养草本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88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凝时多效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9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玺堂畅通舒缓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9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BP玻色因补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9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玻色因补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9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玻色因补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59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积雪草舒缓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积雪草舒缓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积雪草舒缓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昕言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05 广州唯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蝉果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08 广州晨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V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FV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FV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2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馨琳蓝铜胜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1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修赋能美养隔护霜（柔光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24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江月调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41 广州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4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4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48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羊胎素晚安精华(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4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江月清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50 广州力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芮娜焕亮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56 广州思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提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提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提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复活草多效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6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芙堂净透茶树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6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多效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76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T'S-7凝润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80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兰馨琳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81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烟酰胺椰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83 广州蔻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84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艾草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85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HYAHQIAO涵俏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9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艾地苯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69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QI奥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0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妍悉草本净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31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对点印加果莹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3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对点印加果莹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3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对点印加果莹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3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赋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5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奢养亮肤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6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自然塑形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7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姿美尔男士俊逸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81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焕颜嫩肤组合-焕颜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86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添戈tiang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8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沁极咖啡紧致按摩海盐 粤G妆网备字2020078791 广州芮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洋甘菊舒缓抗皱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0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BG丝绒雾感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10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源皙堂提拉紧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1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姿本草松茸雪肤植物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2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松姿本草松茸雪肤植物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2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松姿本草松茸雪肤植物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2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多彩灵眸眼线胶笔 
M0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2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玉本草多肽精粹水乳组合-多肽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2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4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4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妍之谜胎盘素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4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1暮光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5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洛笙氨基酸海盐修护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56 广州杨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翁钰霏神经酰胺玫瑰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翁钰霏神经酰胺玫瑰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翁钰霏神经酰胺玫瑰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8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ODOO CITY魅惑都市御珍奢华养肤粉
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3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珺修润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40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馫柔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45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度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47
广州易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OODOO CITY魅惑都市御珍奢华养肤粉
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5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芭秀弹力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5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净肤补水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清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采迪LANCAIDI焕颜美肌修护冻干粉+
焕颜美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4
广州兰采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曼素丽玻尿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曼素丽玻尿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曼素丽玻尿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6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珍汇坊舒缓养肤泥膏（家居装）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73 广州铭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7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7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3D多效眉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7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82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贝肤尔富勒烯炫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富勒烯炫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贝肤尔富勒烯炫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富勒烯炫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贝肤尔富勒烯炫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富勒烯炫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899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头蓝无味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00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姈活性生物酶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01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魅力贵族玫瑰醇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07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顺滑眼线胶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1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花颜润多肽皙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23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木子虾青素冻干粉+溶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木子虾青素冻干粉+溶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木子虾青素冻干粉+溶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贝肤尔烟酰胺亮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烟酰胺亮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3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贝肤尔烟酰胺亮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烟酰胺亮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3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贝肤尔烟酰胺亮彩冻干粉+一贝肤尔
烟酰胺亮彩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3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魅魅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1 广州皓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润酵母美肤臻亮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MODE千慕朵伊亮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3
广州她主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阡彦秀光润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光润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光润修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LEISI漫蕾丝魅力四季唇釉五件套 
四季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53
广州市腾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小颜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061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玫瑰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21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盛美盛美胶原蛋白容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25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倩眼纹凝胶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78 广州月夕花晨贸易有限公司
珂芝雅多肽睡睡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9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翌之美焕肤清颜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95
广州翌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倩法令纹凝胶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96 广州月夕花晨贸易有限公司
澳芙雪胶原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197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幂法令纹凝胶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02 广州朗多贸易有限公司
澳芙雪蜗牛嫩滑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06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澳莱滋润柔顺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11 广州市广昊盈贸易有限公司
十八岁印象生姜柔顺丝滑保湿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31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富勒烯水光遮瑕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3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富勒烯水光奢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4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富勒烯水光奢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42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AY提拉紧致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50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富勒烯水光冻干粉+多
肽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富勒烯水光冻干粉+多
肽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富勒烯水光冻干粉+多
肽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悉草本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2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希玻尿酸水光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希玻尿酸水光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希玻尿酸水光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
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
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NEW新生机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
水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咪九九鎏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69
广州小咪九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兰美姬富勒烯水光奢护晶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75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富勒烯水光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0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骄芙百合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玥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古玥颜 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akurone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89 广州伴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痘谜多效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5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多效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5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痘谜多效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5 广州市玛淇日化有限公司
本生吉舒柔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舒柔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舒柔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29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雨幂提拉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2 广州朗多贸易有限公司
本生吉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雨幂眼纹凝胶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6 广州朗多贸易有限公司
本生吉清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清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清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0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妍天然水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17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承美肌  靓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20
广州富羽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如素LIRUSU驻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25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BG蚕丝绒轻盈定妆多效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31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美妍天然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33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型日记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46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至尊修护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47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颜润酵母透皙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49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乐妃 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5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焕亮嫩肌修护组合-二裂酵母嫩
肌修护精华液+焕亮鲜肌修护VC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60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晓荷秀韵睡美人夜间亲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睡美人夜间亲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睡美人夜间亲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6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世欧泉黄金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73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语邂逅花漾丝滑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76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8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8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8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花颜润多肽水嫩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8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欧泉富勒烯冻干粉+光彩焕颜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88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欧泉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390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埖九朵人参舒缓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0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舒缓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0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舒缓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0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YATANGJIA积雪草弹滑紧致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OISSON鎏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36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K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42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焕彩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44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DOK光彩美肌泡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60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妍天然水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74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蓝铜肽滋养出水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8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氨基酸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94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诱惑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79497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玻尿酸水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小灯泡菁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小灯泡菁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ZZSUER清胭小灯泡菁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臻美容颜冻干粉+臻美容颜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4
广州市拜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来我家美富勒烯盈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5 广州赫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青春焕彩亮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08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法珀美清莹晶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13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1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IKKI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KKI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KKI玻尿酸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草本舒缓按摩
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草本舒缓按摩
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草本舒缓按摩
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VHA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姜能精品套盒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草本舒缓
按摩油（1）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肩颈保养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肩颈保养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肩颈保养精品套盒肩颈保养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一枝春清爽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清爽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清爽祛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5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极颂媄 紧致靓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65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G CHANT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ING CHANT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ING CHANT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霏沁 多肽焕彩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岚玥富勒烯初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7 广州昊硕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极颂媄 美肌能量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79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akicia巴希雅美肤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84 广州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箔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588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麗妍玻尿酸净颜保湿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06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1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1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1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忆丝氨基酸香氛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21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玫瑰鲜润修护套-玫瑰修
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4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护肤龄光感亮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光感亮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光感亮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邻三世缘草本养护精品套盒草本调理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5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璐琴斯菁萃倍护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53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雪肌滋润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5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樱花养颜蜜粉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1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 妍活透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2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①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6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秀丽之玥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②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6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深层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7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深层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7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深层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7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VIVISWEET烟酰胺亮肌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73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VIVISWEET烟酰胺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78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傲媛温享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90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净妙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净妙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TEUR REPARATION净妙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69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缇春之美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2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27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琦儿多肽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儿多肽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儿多肽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2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样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样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样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瑷尚芊丝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60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丽之玥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蒂细芯眉笔 02#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80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洋籽烟酰胺紧致光感逆龄安瓶套盒-
烟酰胺雪肌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81 广州名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CURNEUN初蕴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84 广州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玫瑰鲜润修护套-玫瑰修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8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UNEK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87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Girl'sTalk生物多肽护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90
广州丽人健康产业股份有限
公司

梦蒂细芯眉笔 01#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98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蒂细芯眉笔 03#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799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蒂细芯眉笔 04#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01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蒂细芯眉笔 05#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18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洋籽烟酰胺紧致光感逆龄安瓶套盒-
蓝铜胜肽安瓶溶酶+蓝铜胜肽菁纯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22 广州名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雅澜头皮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28
广州柏丽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LGEE雪阁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LGEE雪阁氨基酸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馨琳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4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焕琻赋活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51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洋籽烟酰胺紧致光感逆龄安瓶套盒-
烟酰胺光感透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56 广州名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麗妍玻尿酸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66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斌突厥蔷薇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69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娇泥坊润颜活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72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娇泥坊润颜活肌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76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娇泥坊润颜活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78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娇泥坊润颜活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80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小忆丝柔顺滋养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81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小忆丝去屑控油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85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蓬松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9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蓬松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9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蓬松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9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益堂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798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BP胎盘素精华抗初老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胎盘素精华抗初老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胎盘素精华抗初老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0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1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1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12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3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3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百合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35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皙堂 提拉紧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36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婵荟 欢乐年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55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凡碧诗塑颜紧致拉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65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姈烟酰胺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68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胶原蛋白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6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倩平滑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71 广州月夕花晨贸易有限公司
珂芝雅叶黄素舒缓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73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NICO 樱花养颜蜜粉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7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姈植萃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8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波必婷一抹淘气腮红（星闪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85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九重补水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9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九重补水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9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九重补水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9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思瑞尔植萃清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79999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倾雾丝锻口红（丝绒枫糖）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06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一抹淘气腮红（奶油橘脂）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07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薇保湿定型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1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薇保湿定型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1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缇蔻小球藻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2 广州堃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丹娜水滴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4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娜水滴柔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4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1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珂芝雅氨基酸奶泡慕斯沐浴露 蜂蜜和
牛奶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3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多效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3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必婷一抹淘气腮红（红茶拿铁）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40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倾雾丝锻口红（烈焰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42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一抹淘气腮红（人鱼姬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45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梨虾青素凝时修护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49
广州宏盛泰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珂芝雅氨基酸奶泡慕斯沐浴露 樱花和
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富勒烯蛋白灯泡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姈植萃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2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3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波必婷倾雾丝锻口红（复古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4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陌小菲牛油果补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牛油果补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牛油果补水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57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必婷倾雾丝锻口红（桃渍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65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霏沁 多肽滋养嫩肤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6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梵贞美润清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美润清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美润清透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富勒烯抗皱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79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GRAHAM清痘净颜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0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泉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小菲九胜肽胎盘素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九胜肽胎盘素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九胜肽胎盘素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UDZI优多姿颈部深度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4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FU秘肤虾青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08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UDZI优多姿紧致亮皙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02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格尔清滢平衡赋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03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富勒烯抗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06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优百膏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16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肽妙颜美肌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26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斯茉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拉斯茉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拉斯茉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2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29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富勒烯抗皱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32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秋姈植萃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3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妆研生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妆研生肌底真空净化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秋姈奢华植萃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3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BOOSU水光派对闪耀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姈多效润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46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修护冻干粉-脐带精
华修护冻干粉+脐带精华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50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冻干粉+美肌修护赋活液+美肌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64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韫玉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69 广州缘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哈热穆珍珠星钻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7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 多肽滋养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77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7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7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7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迪纳丝塑颜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88
广州迪纳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楼新月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1
广州小楼新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埖九朵玉容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玉容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玉容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玛丝纹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丝纹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幼滑补水婴儿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6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控油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198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吾之月黄瓜清透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0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10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3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保湿平衡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保湿平衡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保湿平衡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傲媛温享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08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ROYAL COLLEGE肌肤深层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0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秀丽之玥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芦荟清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时光肽修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07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7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11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18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08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21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富勒烯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2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12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25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蒙丽丝自然生动双头眉笔09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27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活肽滋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3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吻烟酰胺保湿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38 广州本逸贸易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清爽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4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清爽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4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清爽控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4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IUDZI优多姿富勒烯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44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慕森侧柏叶深层滋养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47 广州星愉贸易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人参焕颜植萃面膜粉③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5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尚景源草本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5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SHIDUN妃诗顿清肌植物精华膜+清肌
精华液+清肌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76 广州肌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轻透水润丝绒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77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格尔清滢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80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LEISI漫蕾丝魅力四季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84
广州市腾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格尔清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86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姈美颜保湿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87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诺斯莉 肌肽净透嫩颜奢养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8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day poem深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0 广州灵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瓷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2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埖九朵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一埖九朵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FAIRYNATION菲瑞兰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RAN奥洛颜鱼子蛋白眼部紧致走珠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NLYRAN奥洛颜鱼子蛋白臻采修护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29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NLYRAN奥洛颜鱼子蛋白紧致修护眼部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1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本多肽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21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焕颜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2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丹娜燕麦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29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娜燕麦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29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RAN奥洛颜鱼子蛋白赋活多效眼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3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秀の谜玻尿酸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41
科宇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丝塔琳柠檬柔肤清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55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水光润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56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清透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57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纯密码小魔刷氨基酸洁面洗卸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61
广州精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63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芸清堂焕颜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6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柔嫩弹润免洗睡眠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70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清堂瓷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7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精致柔美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73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龄知虾青素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75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83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甘草祛痘冻干粉+甘草祛痘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8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90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面部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91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水透亮泽修护眼部套-
活酵母透亮净化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94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396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01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高倩肌肽修护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0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沫格尔童颜时光抗衰组合-多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09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珈冻干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11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玳珈冻干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11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13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LIROU俏丽柔 玫瑰沁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15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aManor迷尚庄园眼部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18 广州施宝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2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格尔菁纯亮肌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29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莳奢宠水亮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34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法缇雅童颜多肽冻干粉+童颜多肽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雅童颜多肽冻干粉+童颜多肽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雅童颜多肽冻干粉+童颜多肽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科妮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2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创优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6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诗妮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妮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妮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科妮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65
广州艾科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翼颜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6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6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6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67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FAMISOO水性色乳（国际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71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虾青素冻干粉+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48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可特氨基酸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09
广州东草珍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鹤眼叶黄素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眼叶黄素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鹤眼叶黄素眼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ly Fair每皙富勒烯活颜定制精华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22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洛西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3
美团（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色印记水嘟嘟水润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江山美人神经酰胺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5
广东玖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江山美人二裂酵母逆时光活颜修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6
广东玖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江山美人烟酰胺水光养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7
广东玖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江山美人二裂酵母逆时光活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48
广东玖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贻贝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贻贝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贻贝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5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必婷倾雾丝锻口红（C位枣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80696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LYME茉蜜流光溢彩单色眼影S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02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为肯生姜精华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1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元素草本香滑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3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元素草本香滑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3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元素草本香滑柔顺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3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为肯香水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4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美颜冻龄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81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色因弹雾丝滑清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色因弹雾丝滑清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玻色因弹雾丝滑清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7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m’sr神经酰胺润肤活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05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兰桂娇水解胶原-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09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沁肌菁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1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彦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13 广州红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澳莱生姜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16 广州市广昊盈贸易有限公司
美芙湶积雪草青春弹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20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净透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21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禾享菁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2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氨基酸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30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醒肤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3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凯秀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34 广州市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 眼部甩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77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平衡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78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真我香水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真我香水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真我香水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e’PirOER慕菲儿唯爱柔雾哑光口红 
#M99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7 广州林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花漾甜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花漾甜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花漾甜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8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e’PirOER慕菲儿唯爱柔雾哑光口红 
#M888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92 广州林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PirOER慕菲儿唯爱柔雾哑光口红 
#M777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94 广州林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PirOER慕菲儿唯爱柔雾哑光口红 
#M666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080897 广州林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美轩植物滋养舒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90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度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0929
广州易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悦莱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悦莱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悦莱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0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美森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恰好诚品水润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12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狮玉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erya卡尔雅清爽净肤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34
广州洁俪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木山妆水润鲜颜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2
广州海之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茶多酚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茶多酚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颜茶多酚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OFUN花园里的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恰好诚品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51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Covercoco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5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Covercoco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5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Covercoco Make Up Remover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5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7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花园里的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ADDOA初甜丝绒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86
广州维恩熙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ADDOA初甜丝绒口红（120#）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90
广州维恩熙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ADDOA初甜丝绒口红（83#）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91
广州维恩熙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ADDOA初甜丝绒口红（114#）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92
广州维恩熙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艾缇奈尔丝蛋白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9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DADDOA初甜丝绒口红（93#） 粤G妆网备字2020081097
广州维恩熙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赋活草植物精粹修护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00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issar Vitamin E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sar Vitamin E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sar Vitamin E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Soileon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05 广州上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多原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2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植蜜源弹润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32
广州植蜜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柔润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4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 眼部真舒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41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G YAN XIU LI清颜秀丽舒缓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45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妮玫瑰凝肌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62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恰好诚品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70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四季康妍塑妍美肌净肤膜粉+塑妍美肌
净肤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72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86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dz魅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88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芯表现屑净柔草本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表现屑净柔草本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表现屑净柔草本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1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沁肌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0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茜诗紧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紧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紧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玫 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15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颜艾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1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玫 竹炭撕拉吸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21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臻钻发质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25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苏沙菲妮 秀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5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雍修堂乳酸菌倍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6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DIVILA丝绒丰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69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玻尿酸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78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象泽多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8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草之恋紧致靓肤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83 广州樱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DIVILA晶采润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92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VILA柔光丝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1295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三角立体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00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VILA雾感丝柔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10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小颜多肽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17 广州昌翱日用品有限公司
VIDIVILA双头丝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22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BG细芯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25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VIDIVILA丝雾砍刀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26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IVILA双头锁色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28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恰好诚品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30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御玺堂舒缓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57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YUE怡玥百花补水套-百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59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补水套-百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62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补水套-百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6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EYUE怡玥百花补水套-百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75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JUNYISHENG黄金燕窝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88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9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DIVILA丰润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96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雾色梦境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1399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乳糖酸金盏花多效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0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馨琳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1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焕颜青春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24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G燕窝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28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柔幂丝水漾肌活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37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物语草本珍萃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59 广州青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 眼部精华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60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G丝绒雾感不粘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72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修颜滤镜隔离防护BB霜
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76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修颜滤镜隔离防护BB霜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81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G酷黑速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83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多效紧致修护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8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VC活肤水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91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WESOME科森亮银酷派强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1497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沁色微光水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0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大眼睛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13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茗花奇草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多肽肌
底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3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肌语多肽逆龄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
逆龄修护冻干粉+多肽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58 广州市矩阵数据有限公司

雍修堂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6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禾藏红花珍珠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藏红花珍珠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藏红花珍珠护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肌语多肽逆龄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
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567 广州市矩阵数据有限公司

恰好诚品水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603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韩鸣HANMING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162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艾显AIXIA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162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九叶汉方酮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843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育润根植物酵素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1844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焕颜嫩肤组合-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869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白小西鲜姜龙胆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899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牡丹红妍玉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牡丹红妍玉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牡丹红妍玉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活性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2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玫瑰多酚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3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仙人掌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3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橙皮苷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3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臻舒源香水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37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37星
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3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荷花水养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水养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水养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4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胶原蛋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胶原蛋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胶原蛋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翼嘉天然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天然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天然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5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纤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纤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纤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MCONE唯美印象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74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芽 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美丽芽 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美丽芽 天然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mvd龙血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mvd龙血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mvd龙血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198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鎏金焕颜复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17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珺修植萃润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23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美人深海黄金鱼子酱逆时光活颜精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27
广东玖玥物联网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2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安臣当归牛奶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30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养肤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浓妆盛艳养肤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浓妆盛艳养肤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3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馨琳黄金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34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10
粉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4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DEEARO蚕丝蛋白柔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44 广州市迪埃罗贸易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2金
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47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魔兰卡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冻干粉+美
肌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5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魔兰卡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冻干粉+美
肌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5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魔兰卡美肌修护套-美肌修护冻干粉+美
肌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05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祚净肤透养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39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植萃草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ctheone流金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42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兰馨琳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47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弹力修护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58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多肽弹力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6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陶泊润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63 广州陶泊化妆品有限公司

RUTION烟酰胺透润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TION烟酰胺透润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TION烟酰胺透润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琳胶原蛋白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7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8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倪嘉儿 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196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孙雨汐润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06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安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08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艾缇奈尔氨基酸美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彦可甛山茶籽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1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孙雨汐润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2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颜如沙海藻原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22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寡肽赋活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26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弥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3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雨汐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36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孙雨汐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42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孙雨汐草本冻干晶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45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花田美芙七子植物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5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美肌优化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57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5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极光感焕采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65 广州芮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元素富勒烯肩颈护理精华液+肩颈固
体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66
广州净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极净透修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68 广州芮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倩提拉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71 广州月夕花晨贸易有限公司
陶泊润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75 广州陶泊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美肌活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79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奢华滢润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82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美肌活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84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颂媄 多肽胶原蛋白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90 广州臻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幂平滑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291 广州朗多贸易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玻尿酸丝滑润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0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金泰康十二味草本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0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金泰康十二味草本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0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金泰康十二味草本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03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queer queen胶原蛋白鱼子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r queen胶原蛋白鱼子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r queen胶原蛋白鱼子酱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恋伊人滋润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1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 红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7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积雪草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积雪草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积雪草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多原蛋白美肌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2#落日微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2#落日微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2#落日微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5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效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原蛋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8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效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2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原蛋白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0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原蛋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VOTREN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REN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VOTREN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3#月亮裸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3#月亮裸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3#月亮裸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1#星耀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1#星耀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JLINGER钻石亮片液体眼影1#星耀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3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士ZANSHI富勒烯嫩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43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士ZANSHI烟酰胺亮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44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铂娜自然生动细芯眉笔04#烟熏灰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48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莱铂娜自然生动细芯眉笔03#蜜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49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莱铂娜自然生动细芯眉笔02#卡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50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美悦纤细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5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纤细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5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纤细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5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甜美持久魅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52 广州市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烟酰胺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82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嘉人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85 广州媛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修护
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93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修护
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93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修护
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93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396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00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00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翌之美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00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克缇春之美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缇春之美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1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蓝铜胜肽嫩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37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恋伊人牛奶滋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40 广州靓盈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微分子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42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花纤妮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纤妮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纤妮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麗妍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52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欧泉麒麟竭靓颜冻干粉+光彩焕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58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静金缕梅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静金缕梅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静金缕梅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5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欧泉虾青素美肌冻干粉+光彩焕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0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语男士净爽套装--活力保湿醒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4
广州裕通国际日用品有限公
司

世欧泉紫松果菊静颜冻干粉+光彩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5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IMANNI瑞蔓妮氨基酸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6 广州菲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山茶籽营养莹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山茶籽营养莹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山茶籽营养莹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世欧泉蓝铜胜肽理肤冻干粉+光彩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69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皇姿约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7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世欧泉叶绿素保湿冻干粉+光彩焕颜修
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74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世欧泉泛醌焕颜冻干粉+光彩焕颜修护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76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薇蜂胶水润臻享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81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薇蜂胶水润臻享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81 广州市嘉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YNATION菲瑞兰纤美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8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o燕窝莹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88 广州卓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皙颖烟酰胺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89 广州盈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活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水润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499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花补水雪颜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花补水雪颜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玫瑰花补水雪颜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莹之草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露然玫瑰水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庄园茶树清爽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32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EYSOUL凯色自然灵动眉笔#02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39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润养柔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润养柔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恬氨基酸润养柔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尔珐光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43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曼后老姜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老姜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老姜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 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6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美视界益生菌细致毛孔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78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LUETHIN 控油磨砂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88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控油磨砂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88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BLUETHIN 控油磨砂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88
广州茂叶化妆品技术有限公
司

乔芙丽玻色因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593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美肌森林复活草精粹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0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酥蜜赋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0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俏姿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俏姿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俏姿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冰肌防护跳跳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嫩肤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嫩肤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嫩肤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多肽焕颜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OSOER壳多糖矿物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19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玻色因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23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媚眼明眸果萃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媚眼明眸果萃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媚眼明眸果萃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八草髣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4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4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4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浓妆盛艳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48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十八草髣净养修护冻干粉+净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净养修护冻干粉+净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净养修护冻干粉+净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芊语蔲塑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3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十八草髣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净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56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十八草髣多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多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多肽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6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乔芙丽塑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63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VIDIVILA精细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72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花漾惹火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75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焕采逆龄冻干粉+焕采逆龄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77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颖逸赋活修护冻干粉 颖逸赋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84
华诺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黛敷尔星空焕颜富勒烯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8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2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TAILOR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契蕾蒂颜臻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颜臻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契蕾蒂颜臻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俪丝补水营养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8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水凝养护燕窝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699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KINTAILOR焕颜修复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0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乐佳妍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0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夕施佳人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ILOR肌底修复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perfumelife香鉴岩蔷薇天然香氛泡沫
皂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5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岩蔷薇天然香氛泡沫
皂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5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TAILOR菁纯活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慕心姿坊焕颜紧致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18 广州方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润姿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TAILOR鎏光焕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2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淳度活能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活能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活能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孜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孜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孜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3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UZHUANG儒妝玻尿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5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YUEXIU悦秀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4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鲵喷喷秀紧致芊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51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PHIA TEMPTATION新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61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靥玻尿酸植物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靥玻尿酸植物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靥玻尿酸植物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瑛捷妈咪焕采修护冻干粉+焕采修护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80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8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8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78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迪奥胶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05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青素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青素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青素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晶莹透亮焕颜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17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安婕莎莉焕采修护冻干粉+焕采修护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20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婕莎莉焕采逆龄冻干粉+焕采逆龄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26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舒缓明眸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27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蒙佳丹萌动青春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0 广州市互品汇贸易有限公司
酥蜜赋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修护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修护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修护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婕莎莉燕窝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33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妆魅惑丝滑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魅惑丝滑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魅惑丝滑莹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博蔓妮奢润水漾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蔓妮奢润水漾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蔓妮奢润水漾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黛雅姿 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黛雅姿 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黛雅姿 洋甘菊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4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佰草多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妍悉修护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65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汐白兰花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白兰花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汐白兰花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她肤白桦树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84
广州医美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她肤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2888
广州医美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悉赋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10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透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透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透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75°强根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强根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强根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FIULAN缇芙兰多肽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41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黎芙莎六胜肽抗皱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4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滋润修护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5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滋润修护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5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泉滋润修护倍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5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冰晶雪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70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扬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束扬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束扬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旭研鹂焕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2999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istar精致造型长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12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可蓓莉多肽紧致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13 广州朗优科技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2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2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三花龙胆美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2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VSwomen轻润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29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铭媛韵雅臻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35 广州玉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可卿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溪净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44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安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5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森溪多效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57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泊泉雅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青瓜水嫩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茶籽油星耀深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77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眼部弹滑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09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樱花公主水润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12 广州丽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清颜洁面乳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清颜洁面乳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宠清颜洁面乳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 MY TURN积雪草清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积雪草清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积雪草清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蕊香泠喷喷秀纤盈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91
广州瀚骋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丝顺蛋白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93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玉本草赋活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19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枫桦雪悦修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25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金箔面膜（两段）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5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透皙美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62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69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叶笙小腹暖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多爱芦荟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7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海藻芦荟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7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UNEK温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0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一枝春净透靓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净透靓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净透靓肌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2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男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男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男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润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女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女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女士皙润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豫源玉颜坊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0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枫桦雪悦植萃肌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14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蓝莓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蓝莓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蓝莓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源堂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17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森溪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22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克缇春之美净颜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谷胱甘肽保湿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谷胱甘肽保湿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诗岚谷胱甘肽保湿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诗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诗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3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米甜甜赋妍紧致塑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42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婵芝秘玻尿酸修护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43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相模女性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48 广州多田贸易有限公司

玉米甜甜氨基酸透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57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代羽植萃纯净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58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致焕颜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致焕颜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致焕颜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5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YTA玫瑰植萃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63 广州美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IDOK氨基酸清爽洗发水（青柠罗勒与柑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6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珺修赋能美养隔护霜（淡雅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72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缇春之美净颜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78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轻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烟酰胺水感无暇隔离气垫霜（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87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多糖清润隔离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9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颐之恋青春活力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394
广州万启恒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TA光感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00 广州美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暧媚伊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10
广州伊美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曼宣净澈焕肤双重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27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MILITI锌神经酰胺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5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YTA玫瑰花瓣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64 广州美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世欧泉逆龄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68
广州友心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庄园百合滋养润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73 广州喜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蔻烟酰胺美肌亮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76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蔻烟酰胺活力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77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慕兰木糖醇补水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84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竹炭清肌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92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安薇媛玻尿酸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96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精雕冻干粉+精雕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497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鎏金焕颜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03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0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慕兰多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12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慕兰清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13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茶多酚抗皱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14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妍姿芮补水保湿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19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莳端丽酶水漾套端丽酶水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28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端丽酶水漾套端丽酶水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2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端丽酶水漾套端丽酶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3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4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Aloe Ver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Aloe Ver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E Aloe Vere&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 Vitamin E  Facial Oil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 Vitamin E  Facial Oil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IMAT Vitamin E  Facial Oil (9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戏精顺滑眼线胶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CHANGSHENGKANG CKS Hail Sofren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SHENGKANG CKS Hail Sofren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SHENGKANG CKS Hail Sofren 
Essence (60 softgel capsules)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SHENGKANG CSK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SHENGKANG CSK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SHENGKANG CSK Vitamin E 
Facial Essence (90 softgel 
capsules )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5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可卿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凝时抗皱提拉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67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赋活青春提拉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1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3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端丽酶水漾套端丽酶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姬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BAKED POWDER 
BLUSH #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Water Ice Levin 水冰莱肌肤平滑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Water Ice Levin 水冰莱肌肤平滑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Water Ice Levin 水冰莱肌肤平滑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希瑟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86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馨琳寡肽修护冻干片 粤G妆网备字202008359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水凝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11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密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12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 石墨烯奢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2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1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1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1 ORIGINAL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2 PINK OCEAN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2 PINK OCEAN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HO2 PINK OCEAN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WATERY 
HIGHLIGHTER #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IP TANGLY|唇纷淑女之魅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40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粉珀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47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兰馨琳黄金蛋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6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6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6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6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婵芝秘烟酰胺修护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73 广州百年药业有限公司



粉珀维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86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韩安言鱼籽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693
广州丹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MEI SEN 多效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sDioff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0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众蔻烟酰胺营养顺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09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墨妍下元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恰雅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必方草本多效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雪墨妍下元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唇情雾语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唇情雾语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LICS恒莉姿唇情雾语口红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19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芙诗尼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26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7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34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雪墨妍四期温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3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箐肤颜西柚滋养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3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西柚滋养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3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西柚滋养净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3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MEI SEN 净颜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5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富勒烯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6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墨妍四期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6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澳透明质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6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慕澳透明质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6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慕澳透明质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6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7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7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7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寡肽焕颜冻干粉套组-寡肽焕颜
溶酶液+寡肽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379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格林系列公主高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1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橘子小姐多肽微分子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17
广州橘子恋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27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皙蕊芯芯相印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37
广州市肯傲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莱米诺生姜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4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米诺生姜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4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米诺生姜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42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羞涩裸妆水光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4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赋活肌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8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清透水嫩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8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清透水嫩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8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清透水嫩隔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8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US World 妍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92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纤悦诗奢华焕颜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奢华焕颜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悦诗奢华焕颜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9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晗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3898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0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0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金沙棘多肽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0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ER欧尔润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18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阡彦秀唇萃哑光丝缎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唇萃哑光丝缎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唇萃哑光丝缎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盈润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奈梓富勒烯多肽焕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36 广州玛博贸易有限公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嫩肤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嫩肤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丝优护鱼子酱嫩肤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胜姿雪燕胶原肌肽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44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DIVILA纤细描绘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54 广州苏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6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修护臻活焕颜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7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ddei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8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草王氏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3994 广州市飞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VC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VC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VC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1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明眸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明眸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明眸丰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域泉水润柔焦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28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莉维美肌肽焕肤家居套-肌肽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VD宝石丝柔持妆粉底液（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43 广州娇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臻萃焕颜美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059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涵萃 玫瑰花瓣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瓣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瓣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焕采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焕采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焕采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果萃嫩肤焕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水光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 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 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 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滋养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滋养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滋养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水润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水润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水润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歺可姬水蜜桃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歺可姬水蜜桃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歺可姬水蜜桃玫瑰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清爽柔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7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清爽柔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7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清爽柔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70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玛芭莎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72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滋发同仁发宝植萃精华丝滑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82
广东同仁发宝育发养生堂有
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乳酸菌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8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HVD宝石丝柔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95 广州娇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赋活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赋活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赋活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祛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03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MEI SEN 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0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草本净颜软膜粉+
草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草本净颜软膜粉+
草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草本净颜软膜粉+
草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玉芳草本净颜套-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3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百佳草本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45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赋活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傲曼小分子黑金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5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蜂姿花语胎盘素幼颜逆龄焕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68 广州绿健医药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69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4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70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72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皙诗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73 广州智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陶泊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75 广州陶泊化妆品有限公司
HVD宝石致润无瑕气垫霜象牙白（遮瑕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0 广州娇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HNSW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3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ASTER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85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美若天臣熬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9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若天臣熬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9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若天臣熬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29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HVD宝石致润无瑕气垫霜自然白（水润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04 广州娇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澜姿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07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ZGO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09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ASTER多肽复合修护冻干粉+多肽复
合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13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束图烟酰胺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烟酰胺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烟酰胺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MIMCOCO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23
广州米可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角质层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2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FENTINY芬缇妮黄金烟酰胺胶原蛋白眼
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黄金烟酰胺胶原蛋白眼
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黄金烟酰胺胶原蛋白眼
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4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惠新钻奢润亮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4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誉深层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7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5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虾青素鲜嫩亮泽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芭秀多效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6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贤妃 氨基酸亮采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2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嫩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5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6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康滋颜草本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恰雅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7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HOO优护宝宝栀子花清凉洗发沐浴露
(0-12个月）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2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VC丝绒雾感唇膏-超A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4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秒漫之旅芦荟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莉奥永久花 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39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滋颜活力舒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浓蓓儿臻颜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浓蓓儿臻颜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浓蓓儿臻颜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HOO优护宝宝鳄梨柔润洗发沐浴露
(0-12个月）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13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VC丝绒雾感唇膏-元气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15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HOO优护宝宝积雪草舒肤洗发沐浴露
(0-12个月）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16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EAM-TASTE婴儿四季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27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植物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3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43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绿姑娘清颜臻肌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清颜臻肌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清颜臻肌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焕颜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焕颜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焕颜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时光丝蛋白生物紧致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70
广东博乐明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复昕FORSHE多效隔离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74
芬森健康科技（广州）中心
（有限合伙）

色彩美悦恒色轻慕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恒色轻慕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恒色轻慕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缇春之美净颜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49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域泉冰川补水保湿固态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09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AOR素裹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2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2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2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烫染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26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38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1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2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4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5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草集 复活草水润滋养免洗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草集 复活草水润滋养免洗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草集 复活草水润滋养免洗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4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荣油脂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50 广州星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6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78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荣头皮舒缓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83 广州星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莉卡莓果高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莓果高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莓果高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思慕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思慕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思慕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奈儿富勒烯亮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5
广州兰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岚姬娜 藏红花松茸保湿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6
广州市艾格优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施婷柯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柯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柯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寒宵絮雪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0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兰荟丽人面膜套装欧兰荟丽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05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丽人面膜套装欧兰荟丽人多肽水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0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荣水光蛋白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14 广州星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1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LERT REPAIR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22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霞色完美魅力多肽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39
广州昇源思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四季养芳 SESRE养护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44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泊泉雅水嫩保湿果冻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嫩保湿果冻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嫩保湿果冻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5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5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臻颜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5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妍呈美紧妍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52
广州市蔓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 透明质酸清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6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美堂能量温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能量温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6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LINSE茄子清透泥微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7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 氨基酸亮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92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束韩儿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9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束韩儿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9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束韩儿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69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02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RTOUR彩途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0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RTOUR彩途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0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RTOUR彩途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0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丝绒雾感空气唇釉M07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08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ymex 美美斯光感水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75
广州美美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GO多肽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4777 广州奈雪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21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OTY媚眼双效滋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36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兰皙奢润紧肤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41
广州荣尚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DEEARO水解蛋白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47 广州市迪埃罗贸易有限公司
芊·倾·堂小雪梨嫩亮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4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妍呈美美肌氧气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52
广州市蔓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丽薇香氛沐浴露（樱花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66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铭烟酰胺水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75 广州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丽薇香氛沐浴露（艾蒿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78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兰菲圣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81 广州慧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Xuege雪阁祛痘修护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83 广州雪阁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时闰富勒烯蛇毒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888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露莹柠檬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柠檬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柠檬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蜜优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4
当家优选（广州）网络科技
有限公司

姿惠新钻奢润锁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5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露莹奇异果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奇异果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奇异果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AM-TASTE婴儿抚触精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10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月深海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1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眷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13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眷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13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眷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13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ctl Keratin collagen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26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CHUN菲唇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44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CHUN菲唇多肽紧肤冻干粉+多肽紧肤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45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lidan安莉丹星空烈焰蓝金口红套装
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58 广富（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昌·纯滋养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滋养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滋养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准美人氨基酸花朵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71
广州欣广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LYLE锌神经酰胺巨水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7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秋韵诗日式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85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韵诗日式甲油胶10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87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韵诗甲油胶39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92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韵诗甲油胶38 粤G妆网备字2020084993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MEI SEN 虾青素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00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韵诗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013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韵诗彩绘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014
广州涵雅美甲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露维妮草本素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16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墨楦植物原液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22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鑫诗妙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妙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妙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恩科美雪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39
广州安恩德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金香语美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46 广州引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金香语净颜焕彩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49 广州引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白泥净肤深层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5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白泥净肤深层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5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白泥净肤深层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5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愿先生梦境钻石散粉-人鱼眼泪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55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华壹颜青春赋活冻干粉+青春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6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壹颜青春赋活冻干粉+青春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6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壹颜青春赋活冻干粉+青春赋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6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7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紧致蛋白肽冻干粉+紧致蛋白
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74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蔻烟酰胺美肌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81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泊蓝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修护
冻干粉+美肌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85 广州榕桥贸易有限公司

日吻双效晒后修护冰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5292
广州市最君怀护肤品有限公
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VSwomen炫彩清透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4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无暇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无暇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无暇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2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多肽新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肽新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肽新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4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品舍肌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4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菁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5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美人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53
广州神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5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6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肌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6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K5144N 柠檬黄）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RUILIFEN瑞丽芬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ILIFEN瑞丽芬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多效修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多效修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多效修护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ICHT SKIN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肌初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7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K5147N 鲜果橙）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8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DREAM-TASTE婴儿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82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菁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8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RI774贝母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8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206晶莹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8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AWESOME科森强力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92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复活草紧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复活草紧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复活草紧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3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019 咬娟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0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姿惠新钻奢润赋活仟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05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莹润指甲油（K5146N 夜空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0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莹润指甲油（K5150N 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0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森珂蓝铜胜肽御龄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16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YCNRS修护溶媒液+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2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禀赋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3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禀赋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3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BOON柔肤质感遮瑕液 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0
丹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BOON柔肤质感遮瑕液 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0
丹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BOON柔肤质感遮瑕液 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0
丹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瑞植蔻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禀赋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波必婷黑金空气粉底液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6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幻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47
广州市富灵彬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修容提亮立体高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5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修容提亮立体高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5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纪花园凝润恒久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57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波必婷黑金空气粉底液02自然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67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尔妮莎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79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PIAC修容提亮立体高光粉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8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黛馥郁鎏金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487 广州轻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露莹红樱桃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红樱桃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红樱桃净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雨汐焕彩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24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雅欧集烟酰胺牛奶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烟酰胺牛奶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欧集烟酰胺牛奶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塑形三色眉粉 M63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3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泊蓝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42 广州榕桥贸易有限公司

名玛控油柔雾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56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孙雨汐焕彩美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58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棠黛抚纹修护眼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69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为肯生姜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7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ctl Keratin collagen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2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RT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3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莉奥永久花 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杭花瓣香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遇杭花瓣香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遇杭花瓣香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8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漫雪植萃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93 广州花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勋美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94 广州市飘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三色柔润颊彩盘 TB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559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丝雨氨基酸鲜姜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05
广州市花郡名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方小艾艾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10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米茶润泡泡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14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洛诗秘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杭流沙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遇杭流沙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遇杭流沙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韩泡水晶焕彩果冻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29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YCNRS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3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复活草鲜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3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39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莉奥永久花 蜡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泡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4
宫森贸易  (广州)  有限公
司

相觅滋润保湿唇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5 广州沐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4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菌秀美紧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50 广州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蔻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53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搭档提拉紧致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56
广州草本搭档化妆品有限公
司

GL∧sey歌钠絲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70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清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75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诗妍丽妃零时代清透净颜保湿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77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柔润洗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8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一喷秀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69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02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赋之康纳米精华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赋之康纳米精华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赋之康纳米精华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3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1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儿酵母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2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to美眼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43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莹透嫩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4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数字密码镜面水光唇釉 
01枫叶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50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颜今生藏红花活肤套-藏红花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576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SA修容调控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03 广州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美臀温养套美臀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04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HOU FUTURE 活性肽焕颜修护冻干粉
套-活性肽焕颜修护冻干粉+活性肽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06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美臀温养套美臀温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08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柒寡肽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18
广州市肤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变墨鱼汁持妆丝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21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Anlidan安莉丹星空烈焰蓝金口红套装
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22 广富（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DizzYard烟酰胺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28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lidan安莉丹星空烈焰蓝金口红套装
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34 广富（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Anlidan安莉丹星空烈焰蓝金口红套装
0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39 广富（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索媄汀花漾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41 广州索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燕萃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萃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萃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慕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淘慕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淘慕何首乌洗发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燕萃堂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萃堂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萃堂通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6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珺修润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77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08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华之秀臻颜冻干粉+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00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竹潭祛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38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日名士剃须泡[柠檬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44 广州名士须刀有限公司
龙哥说氨基酸养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4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哥说氨基酸养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4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哥说氨基酸养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4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纳维芙星耀流光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0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雅澄炫目美睛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1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馨碧金奢亮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龙哥说氨基酸蛋白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哥说氨基酸蛋白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哥说氨基酸蛋白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CHUN菲唇金盏花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5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复活草保湿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本LUERLING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5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水光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65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6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6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6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S.JD复活草水漾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7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纳维芙墨舞灵动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84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AMOUR CARE丰盈净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8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瑞梦西多肽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89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梦西多肽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89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梦西多肽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89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胶原蛋白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胶原蛋白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类蛇毒肽胶原蛋白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控油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控油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非仙妮控油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1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美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仁康舒堂舒润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仁康舒堂舒润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仁康舒堂舒润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0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碧金奢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LYLE多原蛋白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16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多原蛋白注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28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方小艾艾草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39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46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草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48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波罗鸡草本多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5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波罗鸡草本多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5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波罗鸡草本多效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5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IDOK氨基酸鎏金沐浴露（纵情）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5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草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72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帝皇蜂姿蜜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76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乎末冻龄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7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丝雨菁醇多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90
广州市花郡名臣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脐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299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波必婷黑金水吻唇釉05微醺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5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WG金箔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6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ISWEET烟酰胺蓬松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7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蓝睛灵植物精萃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睛灵植物精萃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睛灵植物精萃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0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兰丝曼焕颜清肌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4 广州丝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雨汐安肌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7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雅然薇雨YARANWEIYU首乌植物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19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色优菁纯花漾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1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siten恩丝顿肌御多效紧致黑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3 广州因美贸易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氨基酸柔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色优菁纯立体修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26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珺修焕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31 广州国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草本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5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草本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5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草本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57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固泷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67 广州市东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芯草植物精华去屑免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70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芝雅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7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MOLYME茉蜜纤畅轻盈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77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YME茉蜜丝绒哑光唇釉M101暗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1 广州美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雨奇寡肽黑松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4 广州市江哲秀贸易有限公司
亦生堂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生堂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生堂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芬倍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639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凡碧诗温和养肤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TA水漾焕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4 广州美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天之云肤氨基酸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氨基酸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氨基酸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虾青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虾青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之云肤虾青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专研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专研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专研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 玫瑰花漾焕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葡萄籽海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葡萄籽海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葡萄籽海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FANCHY氨基酸润颜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25
广东姬妃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源通浴草本泥膏（腹部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40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源通浴草本泥膏（腿臂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41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源通浴草本泥膏（腰部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42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源通浴草本泥膏（胸部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43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
液-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6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康修 肩颈舒缓套-肩颈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64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
液-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67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MIFU秘肤蜂王浆凝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88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品舍平衡精华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49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enSno迷上水凝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3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遮瑕
液-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益草缘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草缘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益草缘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城市花匠焕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06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i-Softto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1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缔纳修护润养组合-多效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17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摩亭啤酒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34 广州美功化妆品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遮瑕
液-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3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白小西葡萄籽多效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41
广州市膜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陶泊净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49 广州陶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清透润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61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焕颜醒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6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赋活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7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伊诗芸玻尿酸焕采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76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椛植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84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护肤龄水感润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水感润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水感润肤隔离防护遮瑕乳（淡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自然束爵色魅影二合一眼笔（眼线液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89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兰雅亮颜润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91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六胜肽焕采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597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在堂何首乌滋养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05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CSION百萃森巴戟温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06
医媛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Dear Bestie肌密暧言净妍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3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ar Bestie肌密暧言净妍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3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ar Bestie肌密暧言净妍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3
傲雪（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墨楦植物原液高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CSION百萃森冬虫原液（限量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5
医媛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4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语蔲虾青素紧致焕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梦夏时分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黑金水吻唇釉04紫调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79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芙丽虾青素鲜嫩靓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5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OMY仙人掌呵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698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皇颉光果甘草精华液 皇颉奢宠光亮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00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莲姿魅力尊贵套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波必婷黑金水吻唇釉03冰糖山楂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1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艾草龙骨舒缓套-艾草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GV依克多因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24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纤怡草本清爽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43
广州纤怡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优美平衡套秀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4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波色因肌肽青春定格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草本植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珍蜂胶水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70
美珍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波必婷黑金水吻唇釉02果冻桃子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73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波必婷黑金水吻唇釉01番茄玛丽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84
广州创客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普吉润肤水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93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活力肽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795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瑷尚芊丝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05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瑟的秘密希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21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P07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2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B08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2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B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3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B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3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Y04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4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G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5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奇奇怪怪系列温变指甲
油 Q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5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正正常常系列指甲油 
G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685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孙雨汐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10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NOAGE诺艾吉丝滑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2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秀堂舒缓冻干球+大麻叶舒缓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32 广州姿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澍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33
广州帝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章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41
广州帝丰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OAGE诺艾吉嫩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4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楚楚人参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楚楚人参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亮楚楚人参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无痕粉底
液-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95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莱娜马鞭草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马鞭草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马鞭草迷迭香花萃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2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枫桦雪悦雪肌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2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黛雅姿水漾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黛雅姿水漾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黛雅姿水漾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08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CKO圣兰戈富勒烯弹嫩冻干粉套盒-凝
时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12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富勒烯弹嫩冻干粉套盒-富
勒烯弹嫩冻干粉+焕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14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九公子芦荟滋养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24
广州华与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枫桦雪悦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29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鲵初净化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37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TWG清透无暇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38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芙妍仙鹤草悦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39 广州联瑞贸易有限公司
玖皙鱼籽酱蜂胶清爽遮瑕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鱼籽酱蜂胶清爽遮瑕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鱼籽酱蜂胶清爽遮瑕靓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HOUBENS明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55
医媛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Lotsatint烟酰胺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59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理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理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晶萃理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6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杰冰海蓝藻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66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枫桦雪悦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68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薇玫瑰柔珠紧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71 广州盈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影魔雕优源植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81
广州森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蓝卡 时空胶囊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82 广州造小怪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LY驻颜多肽修护冻干粉+驻颜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86 广州珈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桦雪悦植萃肌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89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珂祛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91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纤脉平衡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396 广州纤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润肤胸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04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臣士小分子玻尿酸早安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08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臣士小分子玻尿酸晚安次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35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NTINY芬缇妮复颜玻尿酸水光充盈全
脸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复颜玻尿酸水光充盈全
脸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TINY芬缇妮复颜玻尿酸水光充盈全
脸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兰雅皮肤屏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0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NOAGE诺艾吉紧致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肌妮千分子玻尿酸冻干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千分子玻尿酸冻干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千分子玻尿酸冻干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兰雅舒颜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48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丽姿 水润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丽姿 水润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丽姿 水润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优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6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十八草髣头皮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头皮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十八草髣头皮平衡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6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美啦美柔幻星纱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柔幻星纱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柔幻星纱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 芦荟冻干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0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DU虾青素冻干粉+保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2 广州优研医药有限公司

ClasDioff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柏莲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柏莲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柏莲臻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秀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秀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公英德尔丽芊秀轻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靓颜焕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靓颜焕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靓颜焕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美焕颜奢宠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4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俏羙欣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羙欣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羙欣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4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冰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冰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冰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zzYard臻颜透肌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10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珂臻皙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11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TWG清透无暇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13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zzYard益生菌清颜焕亮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14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愈创木养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愈创木养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愈创木养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妙雪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KNK化妆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37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MKNK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40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碧金奢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效水感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6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二裂酵母紧致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70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恩科美雪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73
广州安恩德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肌颜肌颜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7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清洁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清洁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清洁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颜焕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颜焕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净颜焕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9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COLORTEMPTATION 水漾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596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EGOK乔丝蔻植物精华水光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11 广州迪纪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U寡肽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12 广州优研医药有限公司
小婴奇婴儿太阳花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17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VIDU蓝铜胜肽冻干粉+保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18 广州优研医药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妃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4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溶媒液+舒皱美肤纤连蛋白冻干粉+舒
皱美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溶媒液+舒皱美肤纤连蛋白冻干粉+舒
皱美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溶媒液+舒皱美肤纤连蛋白冻干粉+舒
皱美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溶媒液+弹力紧肤纤连蛋白冻干粉+弹
力紧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溶媒液+弹力紧肤纤连蛋白冻干粉+弹
力紧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弹力紧肤套-弹力紧
肤溶媒液+弹力紧肤纤连蛋白冻干粉+弹
力紧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舒皱美肤套-舒皱美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4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帛植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5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C丝绒雾感唇膏-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59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corner御颜焕采精华套盒-多肽抗
皱精华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61
广州市得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6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6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铭妆 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
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69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花树赋活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花树舒养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7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花树舒衡植萃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8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ALUX千色保湿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87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hair corner御颜焕采精华套盒-维生素
B5保湿精华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88
广州市得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corner御颜焕采精华套盒-光甘草
定靓颜精华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95
广州市得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NALUX美之恋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699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水妍补水保湿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花树赋活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溶媒液+修护焕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修
护焕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溶媒液+修护焕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修
护焕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溶媒液+修护焕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修
护焕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OSJIE娇诗婕富勒烯焕颜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34
广州娇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SJIE娇诗婕富勒烯焕颜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35
广州娇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兰雅光感焕颜嫩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54 广州法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墨楦植物原液亮晶晶补水镀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60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SJIE娇诗婕富勒烯焕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63
广州娇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馥蓉花生姜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64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肌肤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69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塔琳银杏水润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2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桦雪悦植萃肌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3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目盼兮薰衣草润肤搓泥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修护焕肤套-修护焕
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目盼兮牛奶润肤搓泥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7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蓉花润弹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80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目盼兮玫瑰润肤搓泥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8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蓉花玫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91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法国
海泉臻萃水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797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朵色灵动极细眉笔 灰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31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灵动极细眉笔 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32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色灵动极细眉笔 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33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法国
海泉臻萃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40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馥蓉花百里香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42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4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清颜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5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太未来珍珠蛋白鱼子酱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0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柏葆泉艾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1
广东柏葆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黑鸦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黑鸦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黑鸦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肌颜肌质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6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乌木浓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乌木浓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乌木浓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79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蓉花依兰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81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伊雅诗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83 广州市瑞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蕙美植物养护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86 广州顺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丝柏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87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TA臻颜清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93 广州美迹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冈神紧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94 广州锦豪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冰丽缘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897
广州冰丽缘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春野绿林九色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袅兮秋景九色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优品色彩魔方腮红 02橙意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16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珂肌颜莹润透肤冻干粉+莹润透肤溶媒
液+莹润透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2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姜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姜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姜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2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oftto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0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TIANEMIK多肽水光冻干粉+水光溶酶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EMIK多肽水光冻干粉+水光溶酶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TIANEMIK多肽水光冻干粉+水光溶酶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金香语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4 广州引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肌颜臻颜冻干粉+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3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丽缘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44
广州冰丽缘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小丑鱼 炫彩滋养斜扁椭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7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塔琳山茶花滋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8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肌颜肌颜修护冻干粉 +肌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7991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迪奥胶原修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01 广州港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之昀肩颈舒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22
广州尚之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JIYA初肌雅魅惑香水洗发露 水漾润
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25 广州晟美雅贸易有限公司

瑷尚芊丝滋养人参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44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相见如初莹润透肤冻干粉+莹润透肤溶
媒液+莹润透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4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三维恒美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53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塔琳花果盈润弹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61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63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之昀肩颈舒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64
广州尚之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法国
海泉臻萃沁泽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74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神经
酰胺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78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相见如初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7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密码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密码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密码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三维恒美俏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3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惠新钻奢润晶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6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三维恒美俏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87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蒂雅妮唐新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唐新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唐新草本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Y'MIER凯密尔滋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MIER凯密尔滋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MIER凯密尔滋养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0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焕肌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0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法国
海泉臻萃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06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相见如初水润保湿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0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养肤礼盒-法国
海泉臻萃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12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紫金香语水光净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13 广州引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微肽酚亮颜冻干粉组合-微肽酚
亮颜冻干粉+微肽酚亮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1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2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竹潭氨基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31
广州市花瓣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玛幻彩星河眼影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35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①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3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4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焕美冻干粉+焕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5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富勒烯沁润亮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荔妍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64 广州融康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珂肌颜水润保湿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8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青春赋活冻干粉+青春赋活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蕙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美蕙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美蕙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②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亮肤套装-娇韵臻颜
亮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19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花溯胶原补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06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圣涵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涵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涵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④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1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JIYA初肌雅魅惑香水洗发露 柔顺莹
亮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1 广州晟美雅贸易有限公司

豆豆猫轻主义星辰大海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4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定型打底膏（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定型打底膏（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定型打底膏（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修护三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28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碧海云纱奢宠冻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31
广州市艾霖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3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舒缓润肤霜+莱玫舒缓柔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35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俏蓝透明质酸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37 广州市金墨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 赋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3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亮肤套装-娇韵臻颜
亮肤柔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4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聚美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JIYA初肌雅魅惑香水沐浴露 香氛舒
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49 广州晟美雅贸易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焕活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5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焕活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5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焕活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58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⑤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5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蜂胶赋活嫩颜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64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比合米娄唯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65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施夫男士净满修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67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水光修护冻干粉+忆龄
秘笈婴儿肌水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69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沭念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72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脸膜套装-娇韵焕活
修护晶粉+娇韵焕活修护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75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
隔离液-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7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莹亮面部护理套装-娇韵
精粹矿质液+娇韵芭莎慕斯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80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固泷古龙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81 广州市东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芊微玻尿酸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89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莹亮面部护理套装-娇韵
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29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DREAM-TASTE泡泡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03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韩双头微雕眉笔01#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11 广州亚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姿叶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13 广州聚造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亚韩双头微雕眉笔02#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14 广州亚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保湿修护玫瑰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28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金澜蓝铜胜肽液+九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3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尤金澜蓝铜胜肽液+九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31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紧致抗皱套装-娇韵紧肤
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33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菩弥思玻尿酸滋润营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35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密集修护安瓶精华液套盒
蒲露迪思1690肌底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40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密集修护安瓶精华液套盒
蒲露迪思1690沁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41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密集修护安瓶精华液套盒
蒲露迪思1690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44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密集修护安瓶精华液套盒
蒲露迪思1690滢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4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塑美匙蜜语修护冻干粉+蜜语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69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 鱼子酱润丝奢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76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 鱼子酱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77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机遇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机遇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机遇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3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⑧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0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⑦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0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⑥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0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耐沃牛油果头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0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婷芦荟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27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⑨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3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致纤感一喷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致纤感一喷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也清满细肤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4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岚秀色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8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岚秀色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8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岚秀色富勒烯纳米黄金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48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黍苗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52 广州盛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黍苗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53 广州盛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净透无瑕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7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韩双头微雕眉笔03#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78 广州亚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胶囊日夜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80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9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璞瑞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璞瑞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璞瑞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ANTE 慕兰婷活酵母肽能奢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496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大姐钻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08 广州花乡姐护肤品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色彩魔方腮红 04绯樱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13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姿惠新钻奢润滋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14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优品色彩魔方腮红 03金灵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17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凤如诗雅神经酰胺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21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溶媒液+保湿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保
湿活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溶媒液+保湿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保
湿活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保湿活肤套-保湿活
肤溶媒液+保湿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保
湿活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2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荷蕊修护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3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蕊修护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3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蕊修护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3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U·HOO优护宝宝栀子花清凉洗发沐浴露
（1-3岁）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47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HOO优护宝宝积雪草舒肤洗发沐浴露
（1-3岁）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50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HOO优护宝宝鳄梨柔润洗发沐浴露
（1-3岁）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52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馨琳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53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6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弹丝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7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雨冬妆植萃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8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雨冬妆植萃活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9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蘿马*香辽罗马香氛丝质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591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可罗丽晚樱草香氛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01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芝雅雪梨美颜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0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韩琉复活草水漾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09 广州韩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琉复活草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12 广州韩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娜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14 广州明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 锌神经酰胺保湿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卓娅姿熊果苷焕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6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未原虫草植萃精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原虫草植萃精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原虫草植萃精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富勒烯焕肤赋活冻干粉组合 富
勒烯焕肤赋活冻干粉+富勒烯焕肤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YLYLE锌神经酰胺盈肌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59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YLYLE锌神经酰胺润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1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IUDZI优多姿富勒烯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4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火安春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5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慧草堂倩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草堂倩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草堂倩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虾青素瓷颜亮肤冻干粉组合 虾
青素瓷颜亮肤冻干粉+虾青素瓷颜亮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69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珂芝雅蓝铜钛活颜修护冻干粉组合 蓝
铜钛活颜修护冻干粉+蓝铜钛活颜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7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卓娅姿富勒烯紧致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77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若黛美肌轻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轻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美肌轻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6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BALLA舒缓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舒缓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舒缓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娇柔俏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茵 多重氨基酸植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1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媚 清肌能量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 清肌能量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 清肌能量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1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O'BALLA焕采净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焕采净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焕采净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娇颜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娇颜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娇颜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T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8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娇颜多肽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娇颜多肽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娇颜多肽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2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ALLA靓颜净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靓颜净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靓颜净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3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G水润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50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GSG水润嫩皙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52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GSG水润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53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芙拉美叮鞣花酸植物臻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73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DR·HENG YI肌底调肤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7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多元美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8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81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芙清肌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8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清肌净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86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清肌净颜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8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清肌净颜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93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科品美紧致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96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芙 多肽活力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797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WDODO柔雾丝绒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02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⑩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0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ZWDODO柔雾丝绒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29 广州隆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GgIC THE MERMAID MAKEUP PALETTE 
EY-333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3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THE LORELEI MAKEUP PALETTE 
EY-334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3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丝黛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丝黛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丝黛佰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RCH雅韵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0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丝淳蜂蜜水光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LRCH雅韵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2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PTANGLY|唇纷金星晶钻闪耀口红（胡
萝卜汁）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3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大禀赋丰盈调养套-丰盈调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箐肤颜灯泡肌弹嫩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灯泡肌弹嫩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箐肤颜灯泡肌弹嫩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RCH净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888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生物水源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05 广州介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呵护肌密水漾嫩肤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06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SHIN水光精华养肤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10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魅诗菲儿魅姿娇韵活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13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魅姿娇韵活力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2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美韵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DASTER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42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MEDASTER水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43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简晗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45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保湿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保湿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保湿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多肽淡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多肽淡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多肽淡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6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C活肤水凝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70
广州市邦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橘可水蜜桃哑光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72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动物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8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FeiMan拉妃嫚挚爱慕斯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8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FeiMan拉妃嫚挚爱慕斯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8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FeiMan拉妃嫚挚爱慕斯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898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TEERA丽缇拉酵母紧肤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24
广州市保格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小细管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32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培元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培元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培元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3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鹊柔红妆悦色雕花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36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  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  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  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舒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鹊柔红妆悦色雕花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59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滋养紧致修护面膜组合-烟酰
胺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61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鹊柔红妆悦色雕花口红（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62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赋活肌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64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滋养紧致修护面膜组合-备长
炭清洁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65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LITEERA丽缇拉紧致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79
广州市保格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EIZRAN菲之冉寡肽修护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寡肽修护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寡肽修护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08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UP黑管丝绒唇釉6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1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开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UP黑管丝绒唇釉8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19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莹润透皙刺玫殿下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の丝芙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の丝芙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の丝芙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2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UP黑管丝绒唇釉8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39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名媛香氛洗护套盒 氨
基酸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48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多姿虾青素紧致滋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81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寡肽舒缓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83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纤连蛋白密集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86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玻尿酸深透补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88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波色因凝时赋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92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传明酸肌密亮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95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妙多姿库拉索芦荟弹滑补水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198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AMOUR CARE赋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0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兰桂娇水解胶原-逆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18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总厷美水解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34
广州凯瑟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EATENATURAL多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5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雍修堂密罗木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7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D魅影闪妆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72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收毛孔净痘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7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玻尿酸纯净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8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溪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溪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溪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285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嘉瑶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31
广州养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里如大头猿蓬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45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VZD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56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美肤修护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美肤修护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美肤修护精华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7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77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DCD第依海洋精萃修护石墨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8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84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墨楦植物原液去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9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恋多效修护系列套盒氨基酸修护净颜
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97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39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巨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巨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巨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奕铭奢QINGYIMINGSHE逆龄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1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婴肌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2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酵母多效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透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透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诚恩世家素颜美肤套-素颜透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3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立体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40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樱花水质感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4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呵护肌密肌肽虾青素双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56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7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赫姿尤加利修护清爽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72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iDay纯晳复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74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净颜爽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7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桦雪悦植萃肌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0 广州沁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美净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3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classic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山茶花草本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6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DCD第依婴肌紧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prowl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惠新钻奢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89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garica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人参草本亮皙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1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补水提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补水提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补水提亮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⑩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人参草本亮皙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496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0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bold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1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AWESOME科森灵动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12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drive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1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drama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1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wine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1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profesh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2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singh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2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vamp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2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bubble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3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malloy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5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呵护肌密樱花焕颜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51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smoked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5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winky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5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rebel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5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修容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6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六胜肽弹嫩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六胜肽弹嫩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六胜肽弹嫩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透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透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透焕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7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OON洁净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584 广州柯露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芝清柠檬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4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4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0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御芝清丝滑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芝清丝滑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2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NETEGA婉缇伽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3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3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3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嫩肤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6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大禀赋丰盈调养套-丰盈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5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小陌水杨酸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62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瑾如乳木果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72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U.YI尤一奢华黑钻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9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9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089799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0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0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5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1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盈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27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水光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水光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水光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净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净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私人订制净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主角光环彩妆盘-
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光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49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5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5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富勒烯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57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维特罗夫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68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维特罗夫香水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7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平衡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8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凡达efACT男士二合一剃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84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小使之约蜗牛修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85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净颜爽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8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瓦隆Afriel Lofiel男士二合一剃须
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89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柳氏艺美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氏艺美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氏艺美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0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灰Toyo Life男士二合一剃须洁面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5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丝佳曼草本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7
广州欧宸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天使草润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89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靓丽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净颜爽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觅雅洁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5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润透保湿微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0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1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遮瑕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4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梓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宝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恰雅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恰雅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俪娜姿安娜赛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35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赛璐塑颜提拉紧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36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璐嘉兰焕颜保湿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37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丽语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4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焕颜醒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姿肌密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姿肌密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6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紧肤修护冻干粉+紧肤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72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效玻尿酸水感清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8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立体持妆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87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丰芯子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92
美霏雅（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净颜修护冻干粉+净颜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94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嫩肤修护冻干粉+嫩肤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96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S优肌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8999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维雕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色堂冰感爆水定妆散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妍蓓丽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0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泊俪亮肤冻干粉+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10
广州蔻泊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14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润颜保湿冻干粉+润颜保
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22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XDAIR轻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28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肩部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3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赋活肌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39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舒缓柔肤冻干粉+舒缓柔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41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荣草本护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44 广州一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芦荟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45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蜜宝乳木果油天然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62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芊荟美之恋芦荟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68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熊果苷靓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熊果苷靓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熊果苷靓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恋 胡萝卜素健康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78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赋活肌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080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韩品舍菁纯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0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自然修容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0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自然修容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0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自然修容蜜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0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ZCHU水之初清透水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2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姑娘黑松露清润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清润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黑松露清润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套盒-多肽焕亮美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套盒-多肽焕亮美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萃多肽焕亮美肌套盒-多肽焕亮美肌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粉漾甜心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粉漾甜心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粉漾甜心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4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48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1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49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2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0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3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1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5萝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2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6铁锈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3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8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4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轻纱雾面哑光口红#K07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5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季颜瓷娃娃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7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瓷娃娃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8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瓷娃娃亮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59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瓷娃娃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6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复古红（N333）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9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轻奢唇情口红番茄红（N405） 粤G妆网备字202009019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TING颜听深层卸妆棉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18
广东爱美购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妝印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2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清颜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3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清颜祛痘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3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暧媚伊精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49
广州伊美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曼小分子沁肌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5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丞溪水沉玉肌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54 广州丞溪科技有限公司

艾优维和田玉粉艾草精油滋润调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61
广州市百爱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慕蓝卡 玻色因焕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263 广州造小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琉氧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3 广州韩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臻美金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臻美金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臻美金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妮莎去屑止痒精油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07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恩尊享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紧致美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18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暧媚伊二裂酵母纯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21
广州伊美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而曼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22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修来水光美肌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45 广州铭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时尚骨胶原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47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舒妍安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58
广州禾扬医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城市花匠固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361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雪舒妍安肤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419
广州禾扬医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诗芸六胜肽焕采滋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427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暧媚伊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477
广州伊美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舒妍安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90499
广州禾扬医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冻龄女神亮妍冰晶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1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色娜娜氨基酸轻盈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轻盈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轻盈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S芦荟奢养亲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奢养亲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奢养亲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悉檬隔离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隔离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隔离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羽 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16
代羽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嫒时尚小安瓶修护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17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红宣言魅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20 广州世恩贸易有限公司
陶泊生姜滋养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24 广州陶泊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生源活肽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28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舒缓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紧致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紧致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紧致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水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水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芦荟水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芬奇蛋白肽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39
广州美界优品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茗希芝MINSHZEE时光少女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希芝MINSHZEE时光少女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希芝MINSHZEE时光少女4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3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颜计时光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5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舒妍安肤屏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49
广州禾扬医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冰肌雪颜修护跳跳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5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Yamn好漾香氛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76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淑玉婉多植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7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淑玉婉多植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7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淑玉婉多植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7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贝露 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95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FULAN缇芙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599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九日魅颜鲜茸植物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日魅颜鲜茸植物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日魅颜鲜茸植物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璽洋洋甘菊沁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5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龄笈人参草本亮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6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提人参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17 广州希诗提化妆品有限公司
GP 斯大飞的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5 广州洲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悉檬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3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睛采瞳年青春靓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42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名媛香氛洗护套盒 氨
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48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山茶花草本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53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元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56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梦幻渐变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58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MILUMILU持久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60 广州韩多姿贸易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婴儿肌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68
广州屑敏婷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优塑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塑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塑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TOUPI蜂胶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4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凡碧诗泡泡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芝兰七彩麋鹿丝绒情调丝雾口红646#
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78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纯 黄金鱼子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84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烟酰胺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RTOUPI蜂胶轻盈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0695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采佳胚芽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0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九日魅颜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日魅颜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日魅颜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0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缤肌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影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影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影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山茶花草本水润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23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月潮色炫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44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妙奈儿晶透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45 广州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CALLURE GLOWMAX HYDRATING PRIMER 
FA-138#2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5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花溯冰肌美肤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55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星达人牛奶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59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星达人木瓜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0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星达人玫瑰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1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星达人薰衣草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2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星达人橄榄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3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根源堂真爱一生氨基酸沐浴露(COCO)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5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O-Michly 鱼子酱强韧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66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壹美人儿千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壹美人儿千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
母亮采凝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17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嫩滑童颜还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18
广州屑敏婷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萧老师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萧老师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萧老师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
母亮采凝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3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
母亮采凝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4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静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静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静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
母亮采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2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
母亮采凝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3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太上御姿玫丽草本植物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3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泡泡动能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49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6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6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宇治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6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修颜遮瑕奢宠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6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续谷胱甘肽新肌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70 广州新颜续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净颜植萃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9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润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89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使草润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0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肤彤极光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02 广州妙彤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细致毛孔净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1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VC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2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佰若馨韵美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若馨韵美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若馨韵美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2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子皇男士控油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3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主任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40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颌下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41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颈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48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小腹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49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胸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51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妙奈儿弹润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54 广州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郭主任腰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55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靓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靓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靓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7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帝皇蜂双效弹润修护精华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74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HVD宝石柔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77 广州娇芙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溯控油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82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清丝雅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83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语色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87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奈儿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93 广州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汝玉嫩肤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98 广州盈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宓御天颜多效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宓御天颜多效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宓御天颜多效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09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焕颜提亮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00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祺肌肌透微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04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祺肌肌透微塑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09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菩皙提氨基酸云朵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1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水晶凝胶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2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孙雨汐贻贝容颜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3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迪曼诗奥男土滋润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5
广州市迪曼诗奥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祺肌鱼子微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7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Let's Ting黎施汀多效注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18
叁和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美祺肌肌透微塑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23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祺肌肌透微塑凝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28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孙雨汐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30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雍修堂乳糖酸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娜斯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OUSS伊欧思雪花胶原蛋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祺肌童颜定格冻干絮+美祺肌肌透微
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46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奢宠名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深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深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采贞源 藏红花深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诗娅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诗娅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诗娅 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子皇男士醒肤保湿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双效保湿定妆喷雾#202透明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6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泥坊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77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花溯盈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79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梵贞璀璨星河泡泡沐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璀璨星河泡泡沐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璀璨星河泡泡沐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寡肽润盈弹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寡肽润盈弹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寡肽润盈弹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0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緋蘭美抗皱亮眼臻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0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0PRO悦色水漾丝滑唇釉401#枫糖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1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ifull香氛鎏金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13
广州米多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V0PRO悦色水漾丝滑唇釉400#斩男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1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9号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去黑头液体
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19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UANG娥皇积雪草袪痘舒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26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4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4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CHCROWN焕颜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CHCROWN焕颜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CHCROWN焕颜紧致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5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公子皇男士控油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5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rpa水性指甲油 三合一护甲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2
广州市巴蓓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IGIOR熙格 免洗去油头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3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花肽弹力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6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EHUANG娥皇白芨水蛭素皙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77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艾蜜缘丝蜜粉润养护套粉润丝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90
广州汇康丽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艾蜜缘丝蜜粉润养护套丝蜜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92
广州汇康丽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cctheone流金奢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195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颜皙女王植润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02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调理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多效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瑟琳焕颜修护调理套-焕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U小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26 广州优研医药有限公司
CHUJIYA初肌雅魅惑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36 广州晟美雅贸易有限公司

花溯盈润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38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艾蜜缘丝蜜粉润养护套嫩皙丝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39
广州汇康丽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艾蜜缘丝蜜粉润养护套嫩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42
广州汇康丽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窈草之秀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草之秀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窈草之秀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ssiten恩丝顿玻色因密集紧致鲜注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56 广州因美贸易有限公司

缘生源烟酰胺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7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烟酰胺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7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烟酰胺多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7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豫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83
诗妮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色清肌修护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华人秘笈清肌修护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29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洁悠美葵香儿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1324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浅晰炫亮魅力温变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78
广州市艾尚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卿春素多肽植物修护冻干粉+多肽植物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春素多肽植物修护冻干粉+多肽植物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春素多肽植物修护冻干粉+多肽植物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溪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溪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呼溪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红参调配摇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柳氏艺美深层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8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氏艺美深层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8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氏艺美深层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8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虾青素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虾青素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虾青素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59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头发面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1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灏媛豆乳护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7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鱼子多肽密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鱼子多肽密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鱼子多肽密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0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颜金泉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颜金泉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颜金泉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赋颜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1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雍修堂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叁合人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2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修护清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光果甘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一雪肌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雪肌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雪肌素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咯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咯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咯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昔冰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48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UDZI优多姿富勒烯凝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49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笑容女王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5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笑容女王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5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笑容女王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55 广州珂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泉氨基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泉氨基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泉氨基酸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JIYA初肌雅魅惑香水洗发露 祛屑修
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2 广州晟美雅贸易有限公司

舞千丝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6 广州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乐通 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7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溶媒液+晶透靓肤纤连蛋白冻干粉+晶
透靓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溶媒液+晶透靓肤纤连蛋白冻干粉+晶
透靓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cbcb暨铂生物至臻晶透靓肤套-晶透靓
肤溶媒液+晶透靓肤纤连蛋白冻干粉+晶
透靓肤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泉密语面部水润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8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净颜平衡冻干粉+净颜平
衡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90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琦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91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ZHO诗贞后水光遮瑕粉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水光遮瑕粉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水光遮瑕粉底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虾青素血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00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 HAIR TREATMENT完美呵
护修复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16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AIR LOTION修复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17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LEAVE-IN CONDITIONING SPRAY免洗修
复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26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SMOOTH AND SOFT SHAMPOO柔顺滋养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28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ANTI-DANDRUFF SMOOTH AND SOFT 
SHAMPOO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29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NOURISHING & REVITALIZING HAIR 
MASK滋养修复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32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HAIR SERUM 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33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SUPER SMOOTHING HAIR SERUM柔顺护发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34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GOLD SERIES HAIR MASK 黄金系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3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水酿贵妇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7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NYCEMAKUP高光提亮粉（珊瑚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79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UP高光提亮粉双色烤粉（白金
盒）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88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舒缓修护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94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每源海洋逆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795 广州优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范丽薇珠光焕彩双效定妆喷雾
NO.CV1816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珠光焕彩双效定妆喷雾
NO.CV1816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丽薇珠光焕彩双效定妆喷雾
NO.CV1816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哆啦丝柔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07 广州市千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娜青春蜜语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青春蜜语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青春蜜语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浪漫邂逅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浪漫邂逅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浪漫邂逅磨砂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谜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母
亮采凝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纳思美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纳思美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纳思美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伊诗谜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母
亮采凝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母
亮采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2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母
亮采凝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2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森恋多效修护系列套盒多效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34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橙皮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3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乳酸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4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仙人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4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羟基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4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玫瑰多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84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M05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06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倍柔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07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肌肤护理原液套盒 寡
肽抗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09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A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1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肌肤护理原液套盒 玻
尿酸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3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二裂酵母润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诺施华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诺施华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诺施华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肌肤护理原液套盒 乳
糖酸磨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8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AS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19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肌肤护理原液套盒 烟
酰胺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20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AS03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24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M04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28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宣言慕色唇膏M06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29 广州画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迪YUDI素描精细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39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植萃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44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安堂美颜滋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45
广州御永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芙蓉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47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蚕丝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49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玫瑰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5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迪YUDI素描精细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69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牡婴MUYING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1974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维诗逆龄童颜薇脸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16
广州汇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公主迷宫自然浓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2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迷宫自然浓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2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迷宫自然浓郁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2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名媛传奇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23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太颐滋养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28 广州南梵药业有限公司

名媛传奇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31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漫无止境净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3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姿琪舒缓滋润纯小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36 广州洛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Nafiye氨基酸净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40
广州娜迪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伊玫姿水解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4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六肽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4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解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5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解胶原六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5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解胶原六肽眼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肌底紧致提升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5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焕颜紧致提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5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紧致提升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玫瑰驻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4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4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BOULAYNI布莱妮赋活修护冻干粉+赋活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4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奥贝诗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氏植物植物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氏植物植物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氏植物植物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紧致提升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7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 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7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 海绵微晶浓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7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 海绵微晶浓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8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九肽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8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樱花鎏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8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柔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0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泉密语胶原蛋白水+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0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瑟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清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NETEGA婉缇伽玻尿酸微晶囊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玻尿酸微晶囊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玻尿酸微晶囊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LANBOEIGS兰珀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5 广州兰珀兹贸易有限公司
悦思容祛痘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思容祛痘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思容祛痘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N WINGS花漾炫色胭脂25#星纱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44
广州艾浦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肤丽语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6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心愿先生梦境钻石散粉-闪耀反派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63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薇雨佳颜多肽抗衰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69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GP 斯大飞的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72 广州洲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3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睫诗雅甲油胶0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8 广州睫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肌颜多效洗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89 广州贝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方太康月见草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蔻凝时焕肤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初时醒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199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0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 透明质酸原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04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净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0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初时醒肤水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08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初时醒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10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初时醒肤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1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紧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1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净萃亮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1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凝时焕肤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21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美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22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氨基酸鎏金沐浴露（无人区玫瑰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2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熊果苷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2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difull香氛鎏金海盐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29
广州米多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佟蔻 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30 广州佟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韧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85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EUCONA欧珂娜五彩花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8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欧珂娜五彩花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8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EUCONA欧珂娜五彩花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8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自然束臻爱盈肌唇膏盈润型西柚红#204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88 广州自然束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樱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29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1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鱼子酱弹润柔滑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4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纤长定焦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5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馥蓉花婷婷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28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蓉花窈窕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32 广州亚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月潮色温感护发乳(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34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蔻月潮色温感护发乳(翡翠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46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秀颜赋活液+时光秀颜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秀颜赋活液+时光秀颜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秀颜赋活液+时光秀颜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7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蓓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76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ngsoul白茶精华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2380
广州艾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SBA魅诗宝水光泉润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2581 广州荣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黄金多肽臻润奢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翌之美魅惑柔雾唇膏 03#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38
广州翌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美人清透美肌冻龄套-清透植物精华
膜+塑颜精华液+美肌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40 广州丰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翌之美魅惑柔雾唇膏 02#魅力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55
广州翌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校花秘语海洋滋养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56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翌之美魅惑柔雾唇膏 01#气场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61
广州翌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颜独魅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68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修 肩颈舒缓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0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花渐水杨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1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①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青春光彩塑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5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②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③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④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⑤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7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⑥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虾青素赋活蕾丝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2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⑨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⑧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丽卡 流畅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8 广州桃花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⑦

粤G妆网备字202009268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多肽紧致锁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00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GeRiF绿茶多芬功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0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RiF绿茶多芬功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0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RiF绿茶多芬功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0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ICAO佰草护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08
佰草世家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昕兰朵鎏金星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鎏金星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兰朵鎏金星空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丝爽积雪草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22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9号茶树去黑头套盒-茶树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23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究室靓肤防护喷雾（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28
广州优奈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18靓颜多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41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唐秀肌肽修护组合 皮膜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44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V18靓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46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温茜泉801木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5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伽荟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荟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荟仙人掌奶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民康御肤堂清透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民康御肤堂清透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民康御肤堂清透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芝清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65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清爽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清爽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 清爽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玻尿酸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伊美玛蒂莎安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3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源康植萃养护套-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韩蓓丽温泉水弹润睡眠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温泉水弹润睡眠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蓓丽温泉水弹润睡眠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60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花溯金黄洋甘菊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62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玉竹-水份畅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6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碧肌妮富勒烯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富勒烯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富勒烯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公子 水漾润透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81
广州华与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玫樱花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893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UOFUQUAN洛芙泉启源新肌修护保湿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00
盛世美颜(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润莱清爽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01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琪丽雅郁美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23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琪丽雅郁美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25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幽荟洗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26 广州大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琪丽雅郁美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27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驻颜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29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亮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30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REVERIE DIARY梦幻日记口红雨衣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3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VERIE DIARY梦幻日记口红雨衣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3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VERIE DIARY梦幻日记口红雨衣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3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夜美美颜活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夜美美颜活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夜美美颜活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空气丝滑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3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jasbess去屑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4
广州叁和创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asbess蛋白植物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7
广州叁和创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我的幸运香黑色秘恋幸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68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魅惑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蓝色悸动幸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1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赫姿尤加利去屑清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2 广州容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馨语琉光持久定妆喷雾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3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甜蜜初恋幸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5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多元分子注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7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紧致精华液+时光紧致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紧致精华液+时光紧致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者时光紧致精华液+时光紧致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2991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植漾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牡丹美肌精华素+馥缘堂多肽集
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牡丹美肌精华素+馥缘堂多肽集
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牡丹美肌精华素+馥缘堂多肽集
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变卡梅拉六色精准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六色精准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变卡梅拉六色精准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吉米娃娃儿迷迭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0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FS多效驻颜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多效驻颜面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薰衣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云雪莎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8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天竺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2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DR·HENG YI立体塑颜凝时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棠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7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舒畅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舒畅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舒畅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3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DR·HENG YI臻肤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4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80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82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84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86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87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宁富勒烯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091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日名士剃须泡[古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00 广州名士须刀有限公司

花溯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03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1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诗谜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裂酵母
亮采凝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RisheroYo悦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3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彩滋堂藏红花三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滋堂藏红花三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滋堂藏红花三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OUR CARE丰盈净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5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ministar亮彩高光提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54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红石榴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65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红石榴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65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红石榴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65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颜世家鸸鹋油鸵鸟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72 广州康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77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爽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爽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爽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无暇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清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莲娜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莲娜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莲娜六胜肽修护补水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19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18靓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00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艾兰菲圣修护精华露+艾兰菲圣修护焕
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02 广州慧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18靓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06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乳酸菌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鲟鱼子紧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AWESOME科森科蓝劲爽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34 广州科铠森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重生肌龄能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36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密码美肌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41
广州精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孔雀石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4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妍秀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积雪草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7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时尚V美时光肌密按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27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雍修堂光果甘草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30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修护补水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324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冻干粉修护拉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397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烟酰胺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03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萃取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萃取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萃取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鸟金枝补水嫩肤多效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24
广州绿知了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燕窝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燕窝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燕窝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iLA BottAL 保湿补水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2
广州熹拉泊图凤凰香精香料
有限公司

Purshe house奢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rshe house奢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rshe house奢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rshe house寡肽淡纹紧致冻干粉+嫩
颜焕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rshe house寡肽淡纹紧致冻干粉+嫩
颜焕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urshe house寡肽淡纹紧致冻干粉+嫩
颜焕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4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然存脐带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6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然存脐带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6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然存脐带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6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4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姜艾温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透骨草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透骨草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芝绣透骨草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型之家哑光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20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美缘御养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23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美缘御养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25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造型之家强力定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26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造型之家立体纤丝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27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造型之家复古油头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30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造型之家持久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33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LYA舒靓雅量子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3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35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纤草奇缘多效嫩肤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3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NSW人间水蜜桃流沙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人间水蜜桃流沙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人间水蜜桃流沙走珠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泉密语黄金修护液+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5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伊莎贝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86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克丽丝多）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8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奶油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88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苏珊）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92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凡妮莎）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9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姐妹淘香水（卡罗） 粤G妆网备字2020093596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修护保湿溜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10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芊微乳糖酸毛孔细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19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蝶仙滴滴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蝶仙滴滴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蝶仙滴滴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琉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24 广州韩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曼碧缇紧致提升养护套盒-伊曼碧缇
草本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28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碧缇紧致提升养护套盒-伊曼碧缇
草本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0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烟酰胺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红人世佳亮肤净颜套-亮肤净颜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8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亮肤净颜套-亮肤净颜液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39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平衡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平衡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往净莱奢宠平衡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IELD蜜桃粉清透护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蜜桃粉清透护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蜜桃粉清透护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率蜜晶莹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75 广州凡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棕榈酰寡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8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悦嫩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8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棕榈酰寡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8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棕榈酰寡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8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MISOO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691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净痘平肌调理套植萃细肤
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2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蜗牛原液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蜗牛原液蛋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玉竹-水份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2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日记蛋白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3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蛋白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3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豫抗衰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43
诗妮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兰菲圣修护离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55 广州慧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珂恬寡肽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67 广州优研医药有限公司
芭修源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6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6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6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尊享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尊享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尊享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79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丝塔琳茉莉花清爽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0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修源多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1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1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1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植萃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植萃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植萃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82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0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芭修源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芭修源多效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7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79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龙草芳品洋甘菊原液舒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03 广州艾美商贸有限公司

云微冠舒纹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1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1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诺曼宣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0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多重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多重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多重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5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37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ministar大眼浓眉眼妆多功能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51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臻透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5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晰妍本草新生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59
广州悦美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6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6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6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68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K玻色因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玻色因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玻色因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tsatint紧致抗皱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4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奈儿锁水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5 广州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K视黄醇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视黄醇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视黄醇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7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ANLA乔安拉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8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ZOANLA乔安拉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8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ZOANLA乔安拉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85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Sir铜肽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1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IOR熙格 双提拉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5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珝堂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珝堂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珝堂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妍皙清透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谷胱甘肽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898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VENUS BELL 燕窝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0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色男士三合一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02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1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8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3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芙悦嫩梦幻美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3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雅皙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多肽立体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多肽立体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多肽立体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MISOO眉部修护滋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1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多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4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色美肌滋润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4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绿凝企业 元寸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元寸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元寸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1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墨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墨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凝企业 墨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52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肽水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6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玉本草沙漠美肌骆驼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语色清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69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鲟鱼籽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72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当归-锁水弹润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82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玉竹-水份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8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Anssiten恩丝顿肌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3999 广州因美贸易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舒缓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0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舒缓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0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舒缓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0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1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轻盈清透亮肤隔离霜（浅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17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ALIZIE睫毛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26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日名士剃须泡[薄荷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69 广州名士须刀有限公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79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信漾屏障优化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88 广州信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滴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 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0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淳轻盈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121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日记玻尿酸补水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1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玻尿酸补水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1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赋活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悦嫩美眼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46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悦嫩六胜肽青春密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48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艺资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艺资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艺资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娇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娇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娇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草本莹肌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68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轻盈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轻盈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轻盈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7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布朗公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292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妍俪动感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29 广州品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润颜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润颜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润颜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二裂酵母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沁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2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施婷积雪草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积雪草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积雪草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4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玻尿酸摇摇气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4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钰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5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梦颜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佳人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88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美人鱼系列之反派诱惑彩妆盘-
修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8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嫕馨堂艾芯草本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96 广州泰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98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399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琳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05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07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嫩肤调色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1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2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肌初修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曼宣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16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烟酰胺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21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嫩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24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小金管遮瑕膏（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2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六胜肽紧致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27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小金管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28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瓷肤泉平滑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39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0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赛娜嫩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赛娜嫩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赛娜嫩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悦嫩丝绒水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50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肤泉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54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肤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0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植萃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植萃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众合康丽植萃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馨碧金奢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肤泉水嫩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67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肤泉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71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73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碧金奢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7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金奢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杄懿舫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杄懿舫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杄懿舫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4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肌町净润平衡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08 广州花信商业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补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0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米净肤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2 广州安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薾深层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5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丽缘 温补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补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补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温养女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澜蔻氨基酸温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22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澳欣丝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26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缘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赋活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赋活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赋活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朗康悦 草本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草本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草本轻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曼妙轻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攸慕青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青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青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朗康悦 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蔻初时醒肤水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 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 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 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色双效保湿定妆喷雾#201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4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62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宜草宜木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65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宜草宜木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66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宜草宜木麦萃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75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AY蜂王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81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篱园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篱园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篱园酵母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Y蜂王焕颜紧致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85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美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9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HENG YI臻透调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59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荟美金钻水光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17 广州蓝久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1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1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19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奢金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奢金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NYQ尚霓奢金魅惑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2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2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荣诗梦幻香水润肤搓泥宝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1 广州荣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2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浩轩臻爱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3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赛璐 酵母焕颜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61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澜蔻水润舒缓磨砂沐浴露（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62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肤澜蔻水润舒缓磨砂沐浴露（香橙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67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 初时醒肤凝眸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73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77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0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IMAgIC EYE PRIMER E01 BEIGE IVOIRE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EYE PRIMER E02 NUD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寡肽修复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6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MAgIC EYE PRIMER E03 SOFT COFFEE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深层净化洁面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8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IMAgIC EYE PRIMER E04 TAUPE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9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红甘草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94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可尔裂裥菌素活肌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697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芙净净颜美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0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雾面不沾杯水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雾面不沾杯水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雾面不沾杯水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0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芙净净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1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ICAO佰草护肌修颜冻干粉+BAICAO佰
草护肌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16
佰草世家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2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芙净净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2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AM-TASTE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33
广州市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MILU盈润清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35 广州韩多姿贸易有限公司
艾香奈男土滋润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43 广州艾香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 微肌因赋活亮肤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44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莲俪人艾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52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身体按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57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黄金贵妇眼膜贴（升级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5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蜜束星闪银河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1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莲俪人清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2
广州艾莲俪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3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芙冰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4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绯丽克斯银耳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6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蔻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7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活效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活效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活效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凰逆龄修护冻干粉+逆龄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凰逆龄修护冻干粉+逆龄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凰逆龄修护冻干粉+逆龄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水光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75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焕颜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78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姿芙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4789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18靓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26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珂肌颜肌颜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37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衣玫瑰花瓣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43 广州娇凯贸易有限公司
肤澜蔻水润舒缓磨砂沐浴露牛油果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46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贝多美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7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冻干絮组合-冻干絮+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74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佳姝臻萃嫩滑童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佳姝臻萃嫩滑童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佳姝臻萃嫩滑童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奥贝丝冰爽薄荷竹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94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纯蓓拉男士二合一剃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897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蒲露迪思1690密集修护安瓶精华液套盒
蒲露迪思1690紧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11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艾露蒂塔男士二合一剃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12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水芙净净颜柔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1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菲堤男士二合一剃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21
广州阿拉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丝必美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1
广州市润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伍福生物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FAMISOO唇部滋润营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8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MKELA梦其拉芦荟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39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FGV玻色因凝时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2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毅婷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婷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婷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伍福生物舒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舒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舒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雪莎流沙身体香水啫喱（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生物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韩津天气丹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5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雪莎流沙身体香水啫喱（02）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5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韩津天气丹焕采肌密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6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曼宣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64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兰植恋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6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jasbess水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74
广州叁和创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asbess滋润清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84
广州叁和创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芬芝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水润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4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香芬芝家烟酰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烟酰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烟酰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49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蒂尔鸢尾花依兰芳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30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蒂尔肤色自然调控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31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蒂尔罗文莎叶芳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36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神行动库拉索芦荟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行动库拉索芦荟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行动库拉索芦荟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婴氏蚕丝蛋白婴儿绿豆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43
广州乐婴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肌后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44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毅婷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婷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毅婷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5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TOUPI蜂胶清爽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57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DR·HENG YI肌源焕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5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奢颜焕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60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肤日记蜗牛原液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7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蜗牛原液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7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活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7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后氨基酸净颜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88
曼后（广州）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R·HENG YI肌透提亮调理套白人参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08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萃婉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0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萃婉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0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萃婉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0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冰感水漾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21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2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2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2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季颜活酵母精华熬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4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娜轻盈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轻盈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轻盈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苦橙维他命双层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苦橙维他命双层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苦橙维他命双层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Softto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64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妝印氨基酸植萃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8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妝印氨基酸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18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诗小美焕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14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沫格尔童颜时光抗衰组合-时光胶原紧
致粉+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15 广州骏滢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1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24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奥贝丝火山泥控油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28
广州杰胜文化体育发展有限
公司

雅宜堂壳多糖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52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康专家婴宝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5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代妮曼棕榈酰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5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肌底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61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立体持妆粉底液 #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66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HRZR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75
广州柏恩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法達人蜂胶滋养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1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耀芯肌神经酰胺套装-水耀芯
肌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5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耀芯肌神经酰胺套装-水耀芯
肌神经酰胺嘭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8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耀芯肌神经酰胺套装-水耀芯
肌神经酰胺嘭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1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茶树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CN Nail Rep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Nail Rep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Nail Rep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Nail Rep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0954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小美奢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02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小美奢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10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NKOM纤蔻胶原蛋白盈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14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俪苏糯米强韧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16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18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小美奢宠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19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小美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54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5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小美奢宠修护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59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60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7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8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8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7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8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韩汀精雕细芯眉笔01#深邃黑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87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芳心美美奈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92 广州芳心美商贸有限公司



韩汀精雕细芯眉笔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94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韩汀精雕细芯眉笔03#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095596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韩汀精雕细芯眉笔04#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02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韩汀精雕细芯眉笔05#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04 广州春秋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20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密院长美润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2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3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amao 天使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39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雅宜堂熊果苷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41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公子皇男士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4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初生肌 紧致活肤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52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莉之缘 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56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焕活肌 亮泽焕肤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61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龙胆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6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龙胆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6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烟酰胺光感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烟酰胺光感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U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CU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CU氨基酸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影冰激凌雪绒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72 广州腾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7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棕榈酰寡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漾玫瑰亮颜凝胶软膜（保湿水莹）+
肽藻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清润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5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六度净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7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8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益肌养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9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蔓靓颜清透防护组合-靓颜清透防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697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靓颜清透防护组合-倍护隔离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01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莉妙澜靓颜清透防护组合-靓颜清透
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02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莉妙澜靓颜清透防护组合-倍护隔离
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04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漾珍珠凝胶软膜（亮颜美肤）+肽藻
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05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胸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1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千发丝角蛋白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17 广州佳镁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轻柔香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39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淋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诗黛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诗黛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诗黛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飘喜马拉雅积雪草凝亮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喜马拉雅积雪草凝亮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喜马拉雅积雪草凝亮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冰肌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鱼子酱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7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7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鱼子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漫乐小分子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8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8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千姿轻盈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2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幽芳消消乐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消消乐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消消乐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7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晚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2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4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富勒烯臻粹透亮水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1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2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净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净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氨基酸净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时光焕颜组合-时光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3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娇泥坊香氛魅惑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34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歌迪娜滋养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4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滋养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49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洋甘菊舒缓修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美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3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美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3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水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5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水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5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小美奢宠能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59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公子皇男士舒润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小美奢宠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2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妃堂绿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5 广州鑫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妃堂绿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5 广州鑫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妃堂绿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5 广州鑫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istar eyeli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67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古扎丽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古扎丽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古扎丽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浩沁透保湿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沁透保湿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韩浩沁透保湿水感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78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云雪莎轻盈清透亮肤隔离霜（浅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86
广州市伊雪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麦可欣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9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麦可欣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9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麦可欣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89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YSAY蜂王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02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芙悦嫩水光亮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0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NGSHU珍珠膏水润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07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特佳海藻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08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皇翊妃玻尿酸补水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13
嘉皇企业管理（广州）有限
公司

DR·HENG YI活肤修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2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梦惜颜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3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美平衡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1 广州研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綄颜妃净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4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姿恋伸筋草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8
广州市白云区迪诗美美容仪
器厂

忆龄秘笈婴儿肌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49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颐天养哎油乐悠悠组-草本润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50
广州三颐天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YAHQIAO涵俏草本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5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亮肤净颜套-亮肤净颜液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59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珂怡曼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水光肌 补水嫩肤美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68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润丝顺香氛沐浴露（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79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型之家清劲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81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丝顺香氛水润洗发露（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84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子皇男士舒润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綄颜妃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8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富勒烯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59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香氛洗发露（深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4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保湿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渐草本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0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香氛沐浴露（星夜微醺）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1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隔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隔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隔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1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JR火龙果氨基酸酵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27
吉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蒂莎盈姿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盈姿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盈姿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盈姿俏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盈姿俏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盈姿俏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胜姿红参酵素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36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头皮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52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WELRER韦雷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67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吻序何首乌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71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瑶美瑶萃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瑶美瑶萃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瑶美瑶萃赋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朗康悦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朗康悦 轻盈紧致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金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金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金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胸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加馨贻贝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91 广州纳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粉红关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0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时尚眼睛玻尿酸蓝精灵7天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尚眼睛玻尿酸蓝精灵7天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尚眼睛玻尿酸蓝精灵7天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之漫车厘子养颜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车厘子养颜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车厘子养颜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丝滑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颐堂 香妃月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07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草本油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娇柔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娇柔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玉娇柔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3 广州仙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静雅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静雅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静雅霜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1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瑶丝滑肽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2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肽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2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肽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2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寐丽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37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妃月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38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柏诗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39
广州美益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芊微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46 广州妍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水光肌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54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jicai美肌彩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66
广州九八银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易见美凝采源萃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67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俏芙堂雪肌水宝宝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68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芙兰莉星空飞扬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2 广州美芙兰莉贸易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滋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滋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滋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保湿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6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臻颜凝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88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花之美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9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9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9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美凝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194 广州研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水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06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束水集安舒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07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衍丽马鞭草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35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来魅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43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芙净净颜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4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 MEI  BALAN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49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BALAN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49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BALAN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49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ENERGY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4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ENERGY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4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ENERGY WAT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4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VIG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5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VIG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5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VIG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5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5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丽慕思奢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奢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奢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衍丽 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3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衍丽 绿茶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5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思妍 多肽水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66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米多肽保湿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米多肽保湿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米多肽保湿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肌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88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92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AMOUR CARE赋活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95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流牧者立体纤丝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6299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流牧者强力定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00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03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流牧者复古油头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04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流牧者持久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06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娜热海洋精萃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10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幂丝塑颜雪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12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2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2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玻尿酸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20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茹江羊胎素懒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27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斯特儿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斯特儿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斯特儿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秀纤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4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LRER ·韦雷尔 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50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欧之漫牛油果营养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6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牛油果营养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6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牛油果营养嫩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36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日日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4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日日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4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日日舒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4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二裂酵母微脸提拉修护滋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0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妝印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掌门悦享清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5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施膜丽玻尿酸水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膜丽玻尿酸水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膜丽玻尿酸水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掌门臻典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18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盈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盈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盈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素颜浅笑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浅笑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浅笑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蜜桃清爽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 SONNA臻采丝绒雾感唇釉 CR511#乌
龙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44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 SONNA臻采丝绒雾感唇釉 CR510#肉
桂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47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5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NGSHU珍珠膏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65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SJIE娇诗婕富勒烯焕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74
广州娇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7谷氨酸多效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75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谷氨酸多效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75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谷氨酸多效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75 广州储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多肽逆龄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582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SV 蓝铜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01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1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赞丽缇 醒肤净爽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13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量粒多维平衡初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诗莉若康紧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和源时空系列水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3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伊优莲玻尿酸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6 广州阿伊莲日用品有限公司



阿伊优莲富勒烯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39 广州阿伊莲日用品有限公司
阿伊优莲寡肽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43 广州阿伊莲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麓冰感补水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45 广州美邻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冻龄焕颜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5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冻龄焕颜修护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6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雍修堂樱花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7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素颜光感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素颜光感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素颜光感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7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愫美传奇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87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立塑冻干粉+立塑溶媒液+立塑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694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立塑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03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欧格梵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12 广州欧格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眼部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眼部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眼部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1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嫒碧蔻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24 广州馨曼贸易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2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2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细致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2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璀璨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璀璨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璀璨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肌本润颜嫩肤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润根毛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50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多肽逆龄焕颜鲜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5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迪诗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783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悦漂亮草本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29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锁水肌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37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缘堂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6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6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 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6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赋活修护精华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6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葵儿立体定颜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立体定颜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立体定颜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7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渐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8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8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82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LRER韦雷尔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890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09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尔浓熊果叶光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11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肌奢润养肤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12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恒御颜多肽提拉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积雪草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2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 花源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4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TEKLIFES烟酰胺鎏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43
马泰克（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久匠美净化美肤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47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花两叶玻尿酸原液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黑海盐净润嫩滑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黑海盐净润嫩滑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黑海盐净润嫩滑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5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粉+紧
致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71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恒大冰泉 芦荟冻干粉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84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LSIM罗马假日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8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YALSIM罗马假日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8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YALSIM罗马假日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8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儿三重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86
广州一帘倾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花两叶多效石墨烯吸附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95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斯莉 韩津天气丹黄金酵母水乳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97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莎迪奈花青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6998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NICO 轻滢亲肤粉底液 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1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莎迪奈花青素焕颜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2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花青素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4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莎迪奈花青素清肌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7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城市花匠双头旋转眉笔（棕色1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8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NICO 轻滢亲肤粉底液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0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植漾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1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柔滑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柔滑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柔滑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D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心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I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水亮小高光粉#1969-E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P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简单小腮红粉#1969-R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2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锁水肌源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46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熙妃胶原蛋白眼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64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肌源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79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nistar持久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84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简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89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丝淳蜂蜜水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立体风尚塑形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4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弗瑞思循环理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09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蜂蜜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0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思ANNASI花漾倾心丝滑唇釉M808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09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樱花水质感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1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亮泽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1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氨基酸净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7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JD寡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7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丝淳樱花水质感控油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18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3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弗兰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3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3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3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JD特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4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维他命光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6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安抚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726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草本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紧致畅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紧致畅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莉若康紧致畅润草本套-紧致畅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恋诗花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73 广州沐恋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7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悦嫩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8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珮清润肌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86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沁善沁美背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卫士精灵银离子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5
广州肤卫士日化用品有限公
司

黛丝淳樱花水质感润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樱花水质感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397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修堂舒畅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09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芝兰 温感变色心动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10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资质型特硬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11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水妍净妍隔离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13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娉香逅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30
广州市皕盛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希之蓝 云朵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34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丝迪清香哑光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35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力维丝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40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时髦喷发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49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焕能紧致安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50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爱唯伊控油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3
广州市爱唯伊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婴妈咪温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76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肤康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85 广州润凝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9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9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9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柠植彩护发精华素（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498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柠植彩护发精华素（黄）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01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莎迩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莎迩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莎迩清透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0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蒂尔肌活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06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RTEKLIFES氨基酸鎏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22
马泰克（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ONEY美简洗皂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79 广州万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特佳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597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绪美多肽润养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17
广州姿薇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净美水光肌底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42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50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决明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54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YCOLORTEMPTATION 牛奶布丁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66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伦舒芬氨基酸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69 广州予秀日用品有限公司
奥弗兰薰衣草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8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薰衣草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8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薰衣草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68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TEKLIFES白藜芦醇鎏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04
马泰克（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米玻色因复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玻色因复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米玻色因复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密码寡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密码寡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2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MISOO多维度修护辅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54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FAMISOO多维度滋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55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美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68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6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GXO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立体持妆粉底液 #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72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2#琥珀橘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79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5#朱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IBASHA莉莉芭莎生姜滋养纤细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2
广州市帕娜魅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6#佛系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3#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先妆六胜肽24K金多效焕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玻尿酸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玻尿酸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玻尿酸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YIHASIn依晗诗茵樱桃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ASIn依晗诗茵樱桃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ASIn依晗诗茵樱桃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4#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01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飞天女神丝滑口红01#玛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0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iveaka米薇卡蕾丝腮红膏541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iveaka米薇卡蕾丝腮红膏541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iveaka米薇卡蕾丝腮红膏541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迪凡芙蜂王浆双萃赋活精华乳-腺苷臻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16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朴兮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19
广州市天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则天秀积雪草丝滑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46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凤凰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凤凰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眼影(凤凰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美人
鱼）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5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青春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青春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青春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7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芭比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72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女王
桔祥）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7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玫瑰
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美嫩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芙美嫩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芙美嫩肤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玫瑰鲜润修护套-玫瑰修
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可卡莉芦荟凝胶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芦荟凝胶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芦荟凝胶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78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0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0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0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QUEENSTORY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0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膜方 万变女王魅色丝绒口红（粉沙
小公主）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0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Aresgator鳄鱼胶原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21 广东省南方化妆品研究院

古莱熙草本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29
广州新肌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溯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38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呵护肌密活颜泡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40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馨琳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42 广州黛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优肌源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优肌源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优肌源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玛丽骆驼奶沙漠肌营养套盒-骆驼奶
亮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5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亚玛丽骆驼奶沙漠肌营养套盒-骆驼奶
亮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73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亚玛丽骆驼奶沙漠肌营养套盒-骆驼奶
亮颜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74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91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花格美赋活水润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7998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HENG YI植漾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0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诗缇多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多肽立体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04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秀珈澜 黄金六胜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09 广州无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当归-锁水弹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布朗家宝宝维E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1 广州汇一实业有限公司
MUCO寡肽亮肤弹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5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布朗家宝宝山茶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6 广州汇一实业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1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万物之本山茶花免洗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37 广州国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净妍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净妍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净妍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水漾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水漾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水漾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菡妙雪绵羊油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绵羊油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绵羊油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恒堂秦九肩颈肌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恒堂秦九肩颈肌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恒堂秦九肩颈肌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6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7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藏养阁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81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0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雅欣优颜草本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雅欣优颜草本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雅欣优颜草本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御美金舒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金舒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金舒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0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泉美酒糟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11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园泉美酒糟养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13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VZD黑松露亮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14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YONECHU原著烟酰胺靓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2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曼小分子清透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26 广州盛瑞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氨基酸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27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娇韵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3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婵荟 小确幸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35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39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植力皮傲宁净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43
广州植力中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园泉美多肽冻干粉+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46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晋颜玉妮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48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特佳玫瑰之约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57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云斐儿轻奢亮颜裸妆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58
广州茗斐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冰妮蒂蓝铜多肽修护冻干粉+蓝铜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6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媚冰妮蒂蓝铜多肽修护冻干粉+蓝铜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6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媚冰妮蒂蓝铜多肽修护冻干粉+蓝铜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6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ss Champio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65 广州美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贵妇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79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海尔诗净透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81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渐草本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8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8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87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1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19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0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0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0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扣亮颜紧致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07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11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法诗胶原蛋白柔肌晶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28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ICO 城市光影十二色眼影 01紫醉金迷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30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温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4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皇御古方温源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6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水氧活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水氧活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现水蜜桃牛奶靓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6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水蜜桃牛奶靓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6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水蜜桃牛奶靓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6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樱花微闪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白藜芦醇光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8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29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保湿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01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D泛醇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06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1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1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10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诗韩秀玉容养肤裸妆气垫霜02#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17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薇蔻时光之钥紧致臻润套装—时光之
钥紧致臻润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26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皇御古方修护腹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愫美传奇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1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3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佳美姿去屑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7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人肌肤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8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愫颜冻干粉+愫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39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43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欧薇蔻时光之钥紧致臻润套装—时光之
钥紧致臻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44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喜唯诗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50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愫美传奇保湿冻干粉+保湿溶媒液+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53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59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欧薇蔻时光之钥紧致臻润套装—时光之
钥紧致臻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61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芝参林多肽紧致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62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靓肤冻干粉+靓肤溶媒液+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66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佳美姿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75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光感水润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7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人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81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恋妮多肽奢养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84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源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88 广州美天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潇妃胸部草本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曼宣艾地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397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代妮曼酵母菌大米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1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皙女王骄嫩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30
广州颜晢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御美金舒舒缓滋养乳+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金舒舒缓滋养乳+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金舒舒缓滋养乳+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滢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51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流牧者炫酷定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64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卡兰OCAL紧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6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86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妍呈美隔护乳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8493
广州市蔓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美汇优品石墨烯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5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美汇优品石墨烯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5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美汇优品石墨烯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53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祛黑头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0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冻龄臻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姜油植物多肽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6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浩康追风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7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追风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7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追风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7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莱玫 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9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9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水 植萃清痘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598 广州七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蓝铜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2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Claire 彩妆 9924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35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孙雨汐贻贝修护冻干粉+贻贝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37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46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雅诗空气感修护隔离乳NO.754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47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薇仟草滢润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48 广州雅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人生燕窝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5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熙丽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76 广州黛熙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柠植彩护发精华素（蓝）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79 广州柳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布朗家宝宝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81 广州汇一实业有限公司
尚美汇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9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RT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98694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PearlGo玻尿酸菁萃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5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苗悦堂洋甘菊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6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veaka米薇卡水肌高光粉饼165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iveaka米薇卡水肌高光粉饼165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iveaka米薇卡水肌高光粉饼165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7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尚美汇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0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悦堂保湿舒润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3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舒缓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5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悦堂金箔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6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植萃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7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孙雨汐安肌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8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苗悦堂保湿舒润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19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0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arlGo玻尿酸菁萃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2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绯丽克斯植萃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3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绯丽克斯植萃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29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绯丽克斯植萃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8732
广州恒美耀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萱红石榴胶原蛋白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红石榴胶原蛋白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红石榴胶原蛋白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4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丹莎燕窝沁润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19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冰沙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冰沙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冰沙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2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姿轻焕颜清透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3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姿轻焕颜清透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3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燕姿轻焕颜清透靓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3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香源透明质酸补水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4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也西亚马逊白泥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5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深润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49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神经酰胺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碧漫草本舒缓净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1
广州妍碧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5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时闰 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61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迪YUDI幻亮修颜隔离妆前乳（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65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幻亮修颜隔离妆前乳（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67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尚美汇玫瑰精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7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初恋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8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薇蔻赋颜钻采光感奢护套装—赋颜钻
采光感奢护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87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萨伊芭水嫩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水嫩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水嫩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8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芙堂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0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芙堂雪肌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07
广州市肤美新颜化妆品有限
公司

龙涛烟酰胺亮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龙涛烟酰胺亮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龙涛烟酰胺亮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格美类蛇毒肽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1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彩之神滢润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4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涵真青春密码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淑悦美多肽精粹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仟淑悦美多肽精粹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仟淑悦美多肽精粹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1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保莉德时光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21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米甜甜紫苏轻透隔离防护乳（丁香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31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玉米甜甜紫苏轻透隔离防护乳（清新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36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纤芊秀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5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漾光感原液日夜组合套装-烟
酰胺光感透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5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漾光感原液日夜组合套装-神
经酰胺水漾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6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K复颜光采冻干粉--复颜光采冻干粉
+复颜光采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68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细致光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2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沁润光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3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凝时嫩肤光采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弹嫩光采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亮润光采泡沫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7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紧致塑颜光采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78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宜堂水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83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美人生水感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88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丝绒持妆柔雾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丝绒持妆柔雾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丝绒持妆柔雾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8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妍呈美隔护乳液（浅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92
广州市蔓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珮富勒烯清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8999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伊玫姿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XDAIR胜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2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XDAIR寡肽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5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露雅燕窝还幼蛋白肽礼盒-燕窝蛋白
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6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XDAIR烟酰胺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08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妙珮清润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11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贝诗佳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1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人妙曼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14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卿素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45
荣济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欧漫乐时光焕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5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娜恩雅妃德红参蜗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5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植力皮傲宁净肤肌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82
广州植力中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露雅燕窝还幼蛋白肽礼盒-燕窝蛋白
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8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尚美汇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8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露雅燕窝还幼蛋白肽礼盒-燕窝蛋白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89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卡露雅燕窝还幼蛋白肽礼盒-燕窝蛋白
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92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肌因生美神经酰胺脂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9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初萱控油净痘调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095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凱薾焕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02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yddei大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yddei大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yddei大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05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亲水俪颜舒缓祛痘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26 广州郦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肤泉羊胎盘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27 广州博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芸玫瑰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黑头净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3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惟婷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46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胶原蛋白抗皱紧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5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歌迪娜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迪娜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瑶丝滑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己桃子精华亲子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59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诗韩秀玉容养肤裸妆气垫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62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UYamn好漾香氛保湿沐浴露（古驰竹
润）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68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珈澜龙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74 广州无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79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瑟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9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9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骆驼奶沙漠肌营养套盒-骆驼奶
亮颜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199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珂瑶丝滑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0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0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瑶丝滑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0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秀珈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09 广州无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玻尿酸水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15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舍轻莹蜂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轻莹蜂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南舍轻莹蜂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20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施婷周一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周一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周一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壹号之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壹号之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壹号之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玻尿酸寡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1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粉肤儿 蛋宝宝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我的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我的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我的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RT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57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TACAVY ABSOLUT REP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59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TACAVY ABSOLUT REP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63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珈澜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71 广州无界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复活草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77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仙女流沙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79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流牧者强韧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0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水可人SHUI KEREN甜蜜樱花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吕后轻烟薄雾荷颜高光粉01#水光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轻烟薄雾荷颜高光粉02#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轻烟薄雾荷颜高光粉03#蜜桃金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 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 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 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千姿轻盈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90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SNOW焕能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9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益肤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9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OTY火花流光十色眼影盘-幻彩琉璃 粤G妆网备字2020099299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0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0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05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鱼子酱冻龄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09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BASHA玛芭莎 神经酰胺水盈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1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洋甘菊柔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5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芦荟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6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柠檬净肤）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7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粉玫瑰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8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薰衣草舒缓）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19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花兮谷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26 广州采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芊秀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2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悘美康水解胎盘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31 广州准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竹蜡菊安瓶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43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CO 天鹅绒轻粉饼 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47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淳叶玻尿酸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48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恋妮多肽奢养紧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49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淳叶洋甘菊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52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nura卡丽娜淳叶黄金蜂窝瓷肌焕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57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O 天鹅绒轻粉饼 03瓷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5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天鹅绒轻粉饼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5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Kanura卡丽娜淳叶红石榴燕窝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66
广州市淳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诗莉草本植萃清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69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7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7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蜂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8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蜂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8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静舒胸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90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小C哥熊果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91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琦水解胎盘精华童颜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92 广州美伊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蜂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9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恋妮多肽奢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395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肤堂灵芝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412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牛奶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0994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兰奈儿六重酵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446
广州兰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301 粤G妆网备字202009946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思宣妙语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49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多肽补水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多肽补水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多肽补水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鲜活滋养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鲜活滋养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鲜活滋养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5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蕴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蕴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臻蕴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59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植物凝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植物凝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植恋透润嫩肤保湿套植物凝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妃肤蜜 酵母卵壳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03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精华冻干粉+富勒烯焕颜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精华冻干粉+富勒烯焕颜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精华冻干粉+富勒烯焕颜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流牧者哑光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5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薄透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綄颜妃流明驻颜臻肌套-肌醇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2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康婷胸部舒润套舒润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34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康婷胸部舒润套黄金舒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3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康婷胸部舒润套胸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4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流牧者清劲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42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綄颜妃流明驻颜臻肌套-水光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4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 紧致面贴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45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綄颜妃流明驻颜臻肌套-驻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5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綄颜妃流明驻颜臻肌套-臻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5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水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6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 玻尿酸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67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三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三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三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四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四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四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7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8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8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8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姝萱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89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9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9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69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迪凡芙蜂王浆双萃赋活精华乳-蜂王浆
赋活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03
广州市迪凡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凝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1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凝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1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凝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1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芙悦嫩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24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焕彦臻透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27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宣妙语何首乌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34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蕴颜润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伊美博士童颜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56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诗芸净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69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OSHI魅柏诗冰肌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74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淳氨基酸温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8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童颜清透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93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雍修堂竹炭凝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79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典鱼子酱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02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净肤提亮肌肤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1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9紫淇生物酶免洗柔顺亮泽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2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尚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33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BEARY TREETY蓓芮树缇清畅精油套盒-
清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37
睿智美（广州）健康教育咨
询有限公司

AARDEMA阿德玛 黄金肽头发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43 广州聚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MTSPA 美藤古木精华滋养韧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46
广州市美藤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丽微雅荔枝香氛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5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玫瑰香氛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5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澄山茶花赋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73
广州源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靓肤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馨兰海洋舒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83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安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84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碧霞皇后逆龄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86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秀源韵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87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元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91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朵美蔻去屑柔顺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89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御秀源欲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06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VINKCY无惧幻想绒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08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LP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JLP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JLP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09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净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11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姜君姜汁养发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1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雪弥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17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姿羚莹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27 广州神佑贸易有限公司
神姿羚清爽控油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28 广州神佑贸易有限公司
V0PRO悦色水漾丝滑唇釉407#豆沙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3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柠檬维C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柠檬维C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柠檬维C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3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青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45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欧谷牛奶润肤搓泥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6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靓肤修护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惜颜自然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92 广州华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奢润臻养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9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心柔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099996 广州市娜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背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02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贝露妮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12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摩亭鎏沙澄净舒肤沐浴露（浪漫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25 广州美功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亭鎏沙澄净舒肤沐浴露（梦幻黄）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33 广州美功化妆品有限公司

O-Michly 鱼子酱润丝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49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园泉美多肽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63
广州植美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伦恩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薄荷哈密
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74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 美颜水感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08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传红藻柔顺丝滑洗发乳(针对干性发
质)

粤G妆网备字2020100104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传尤加利自然怡爽洗发乳(针对油性
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100107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奢润臻养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6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秀恋燕窝肽鱼子酱眼部熬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66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莱娅烟酰胺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72
广州市法莱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园泉美酒糟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76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缔纳修护润养组合-净颜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80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童颜清透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8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城市花匠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94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奥弗兰去屑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9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去屑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9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去屑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29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赋活雨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02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莱玫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0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08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婲草美蓉腹部淡纹修护冻干粉溶媒组合
-婲草美蓉腹部淡纹修护冻干粉+婲草美
蓉腹部淡纹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12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婲草美蓉小分子多肽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25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诗林舒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26
广州益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型美人佰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29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诗林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31
广州益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园泉美酒糟养颜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33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PearlGo玻尿酸菁萃透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34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K-vemiss虾青素传明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3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vemiss虾青素传明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3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薇蔻时光之钥紧致臻润套装—时光之
钥紧致臻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47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Drve笛乐妃六胜肽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5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之园   喷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55 广州顺昇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5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蔻赋颜钻采光感奢护套装—赋颜钻
采光感奢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62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苗悦堂保湿舒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70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生物微肽初
龄青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生物微肽初
龄青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生物微肽初龄精华液+生物微肽初
龄青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缤肌 富勒烯胎盘素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富勒烯胎盘素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富勒烯胎盘素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蓝铜肽冻干粉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蓝铜肽冻干粉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肌 蓝铜肽冻干粉面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38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YLWY丝绒光感唇釉诱惑红唇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00
广州禹氏鸿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续谷胱甘肽活能冻干粉-谷胱甘肽活
能冻干粉+谷胱甘肽活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03 广州新颜续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zrael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2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昔ceusiey烟酰胺净颜美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30
广州亦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UXNASEL清滢净透舒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31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能量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39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多肽冻干粉+多肽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42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能量赋活精华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44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能量赋活菁华乳Ⅰ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45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丰芯子苹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47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娅诗林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66
广州益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桂娇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68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呵护肌密光透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469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紧致亮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0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追后ZHUIHOU积雪草遮瑕防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27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旅备长炭澄净焕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29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3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3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赫灿娜补水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3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zzYard凝时水光多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48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zzYard臻萃轻奢舒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49
广州市寰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美悦敢耀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5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敢耀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5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敢耀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5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蛋白肽抗氧提亮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5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水漾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碧肌妮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肌妮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3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多效立体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多效立体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立体修护冻干粉+多效立体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珂净澈温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85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碧霞皇后逆龄鱼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86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5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珀美玻尿酸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02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美博士碧霞皇后羊胎素逆龄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10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UTY SHIN美心无感润透养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21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伊美仕深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30
广州市华天美业日用化妆品
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润清透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我爱四色眼影（桃之夭夭）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63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净香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87 广州笙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8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綄颜妃流明驻颜臻肌套-流明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8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69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润皙双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净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烟酰胺保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烟酰胺保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烟酰胺保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芒果香氛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1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清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清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清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颜微脸美肤溶媒+微脸美肤冻干粉+
微脸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36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呵护肌密臻颜神经酰胺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5 广州美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悦焕颜玉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悦焕颜玉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悦焕颜玉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49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草本膏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草本膏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草本膏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姿太太润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双芬烟酰胺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6 广州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Quan帝皇蜂姿双效赋活精华乳 帝皇
蜂姿精华乳+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58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纯水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纯水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纯水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6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XUXU 轻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7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 轻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7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 轻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7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施膜丽蛇毒肽亮颜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膜丽蛇毒肽亮颜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膜丽蛇毒肽亮颜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8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颜BIOISIS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
裂酵母亮采凝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79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i-Softto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0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拾润玻尿酸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25
润无止境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纪美肤焕颜补水清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28 广州蜂寻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29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吕后宛若天生悦色腮红02#奶油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0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宛若天生悦色腮红01#干枯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多肽奢养逆龄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4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情故事玻尿酸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5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唐王妃多肽逆龄焕颜奢宠时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6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宛若天生悦色腮红03#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4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薄荷妆园乳酸菌酵素卸妆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55 广州妆园贸易有限公司
Andorheal润透保湿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润透保湿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润透保湿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芙雅裂裥菌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63
广州丽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唐王妃多肽逆龄焕颜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69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 小分子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 小分子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 小分子胶原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malab富勒烯冻干粉套盒-富勒烯冻
干粉+富勒烯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882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b+  多肽精华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2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宝露  多肽精华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2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语堂盈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24
广州市安语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慕馨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30 广州丹慕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43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林冠逸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0 广州富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林冠逸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0 广州富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林冠逸首乌润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0 广州富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6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英伦舒芬氨基酸水润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7 广州予秀日用品有限公司
芊云奢宠芯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59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玫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6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御颜姬 美姿秀身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6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品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65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御秀源密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66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美眼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美眼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美眼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7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雅宜堂金盏花冰肌晒后修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86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eam Red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0988 广州梦彤贸易有限公司
DR·HENG YI岩衣藻焕肤亮颜套微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0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木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0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舒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0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葳锘芾薾精致微脸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精致微脸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精致微脸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
+Drve笛乐妃赋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2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玻色因紧致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2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HINY GRACE倾莉佰雅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24 广州奢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只小猫玻尿酸水凝赋活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29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UNNY多效越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30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蔻赋颜钻采光感奢护套装—赋颜钻
采光感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34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COCO VENDOR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49 广州妆巢商贸有限公司
GeeYaa丝绒雾面口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59 广州妆巢商贸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eeYaa丝绒雾面口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6 广州妆巢商贸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丝迪持久强塑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71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卡甲油胶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74 广州狼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润根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85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舒菁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8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eYaa丝绒雾面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90 广州妆巢商贸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舒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9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源通浴草本泥膏（肩背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97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玩卡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098 广州狼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小美二裂酵母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07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润贝儿致臻赋活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润贝儿致臻赋活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润贝儿致臻赋活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美肤魅惑柔情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0 广州蜂寻科技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7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綄颜妃祛痘调理套-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綄颜妃祛痘调理套-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舒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1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6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2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綄颜妃祛痘调理套-净肤痘印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2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香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2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舒护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2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柠檬桉醇植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29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5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3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百里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4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安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3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核丝顿FN·SCF润泽金箔体验套组
FN·SCF金箔凝时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清肌精华液II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4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润1号透晰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54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舞千丝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56 广州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NEYGIR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58
广州花季宝贝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HONEYGIR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58
广州花季宝贝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HONEYGIRL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58
广州花季宝贝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天葵泾舒舒缓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6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核丝顿FN·SCF润泽金箔体验套组-
FN·SCF润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6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松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6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舒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68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舒养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6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7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熙蔻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78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熙蔻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81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熙蔻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82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熙蔻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83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乳源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8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姿善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9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香水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9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天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9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云奢宠清润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198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水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天葵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0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香蜂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04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温和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0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花源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09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葵泾舒温和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1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灿柔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11 广州熠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妜妍手部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1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男士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2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熙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24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熙蔻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26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熙蔻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32
广州专颜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妜妍美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3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面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臀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育润根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3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二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4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曦世荣颜草本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曦世荣颜草本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迷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迷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迷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幼肌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59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有Ta在小核酸亮肤冻干粉+有Ta在小核
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60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有Ta在小核酸亮肤冻干粉+有Ta在小核
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60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舒知康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64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肌淳海藻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69 广州纯肌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妜妍眼部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7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艾源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7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7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7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7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舒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舒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舒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睛彩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晴彩美眼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晴彩美眼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晴彩美眼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清丝雅海盐男士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94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现精粹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95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精粹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95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精粹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95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HCFASHION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299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浅晰轻颜唇釉A05枫叶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01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5枫叶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01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5枫叶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01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世玺活性童颜冻干粉套盒-佰世玺活
性童颜冻干粉+佰世玺活性童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319
广州利金暨干细胞科技有限
公司

雪菲琳SNOWFLIN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21 广州明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纤盈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23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明眸亮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2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3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4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丽说奢宠密集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46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祛痘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5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美肤魅惑柔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56 广州蜂寻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莼菜盈润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4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首仙酒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仙酒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仙酒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魅动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动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动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砭鹊纤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74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砭鹊纤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89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砭鹊平衡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493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FU秘肤奇焕光采透靓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0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愫美传奇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10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公子皇男士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2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奢宠柔肌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3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丽说奢宠幼弹还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39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御古方韵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6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FU秘肤富勒烯靓肤遮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6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水冰姬蓝铜胜肽修护粉+蓝铜胜肽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棫朴多肽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0
美致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HUOQUAN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UOQUAN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UOQUAN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萱玻尿酸焕采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89
宏美汇供应链（广州）有限
公司

黛束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0
广州市微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SFUL烟酰胺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2
广州森兰化妆品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

蓓渐草本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渐草本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4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UOQUA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UOQUA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UOQUAN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59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溯苹果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0
凡俏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芊云奢宠修护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2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FUL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3
广州森兰化妆品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

草堂精舍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沁润舒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沁润舒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沁润舒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细致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细致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细致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斌苦参晒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14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HYAHQIAO涵俏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20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小棕瓶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2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知康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27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安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43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森林泡泡摩洛哥坚果油祛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51 广州优品美妆科技有限公司
思宣妙语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57 广州柔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香源备长炭补水修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59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FU秘肤盈润焕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6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6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水润清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69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肌蜜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72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知康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74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恋妮多肽奢养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77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莲星语虾青素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79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芙妮樱花滋润护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80 广州市韩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恋妮多肽鱼子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82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塔俪苏黑米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86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92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MEEIYA复合多肽冻干粉+复合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696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塔俪苏大米水润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00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丽说奢宠密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01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净透卸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0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滢透焕亮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19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祺肌艾草舒韵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31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nuos诺色益生菌亮肤均衡保湿百搭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3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3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3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3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熙雅玻尿酸精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8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柔肤高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85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泊熙雅小分子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79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禀赋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0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颖蒂卡芙蓉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0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蒂卡芙蓉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0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蒂卡芙蓉营养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0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08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水光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CHUN菲唇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4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泽莲星语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6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鎏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8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1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小美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21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束氨基酸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22
广州市微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赛璐红石榴鲜活水漾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23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慈肽美眸眼部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24 广州宣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小美奢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25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小美舒缓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3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倩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倩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倩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熙雅玻尿酸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37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OOME雪绒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43
广州知新电子商务有限责任
公司

芙美淨净化洁净粉刺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48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芙美淨软化粉刺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78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黛束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80
广州市微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GICXX焕颜亮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81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MOGICXX焕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96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MOGICXX焕颜能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897 广州市小可贸易有限公司
泊熙雅玻尿酸精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1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奶糖味的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矢车菊黄金活肤套矢车菊
深润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26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想你）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想你）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想你）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诺色益生菌亮肤均衡保湿百搭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28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事后烟）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事后烟）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固体香膏（事后烟）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46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 绿海藻臻颜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49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燕窝深海冰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0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美希凡水润雪肌补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3 广州美希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高保湿清润补水精华液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高保湿清润补水精华液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高保湿清润补水精华液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希凡水润雪肌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65 广州美希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熙雅鱼子酱晶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3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熙雅红球藻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4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寸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6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爱诗丹靓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靓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诗丹靓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寸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79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利萨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2 广州富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3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OMME玫瑰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4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泰深层修护因子冻干粉+深层修护因
子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5 广州东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6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卡芬
优能烟酰胺美肤精华液+卡芬优能香氛
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8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MME玫瑰精华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90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百塑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百塑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9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百塑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19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莹润保湿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0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果油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笈山茶花草本水润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3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malab羊胎素冻干粉套盒-羊胎素冻
干粉+羊胎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07
柯米（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小妖日记婴儿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11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甄妍美姬纤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妍美姬纤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妍美姬纤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小分子玫瑰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1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静美满之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21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三只小猫赋颜嫩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23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小黄瓜肌底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2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萨焕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26 广州富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FUL烟酰胺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31
广州森兰化妆品研究开发有
限公司

XWX烟酰胺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33
广州蓝色蓝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人花简美 美肌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35
广州女人花简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泊熙雅沁心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4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IXDAIR黄金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56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CNIYISB逆龄冰川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CNIYISB逆龄冰川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CNIYISB逆龄冰川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60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泉美酒糟养颜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61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苏妃优娜纤秀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70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允肌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允肌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允肌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蓝铜肽嫩肤冻干粉+
嫩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7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帮柠檬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柠檬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柠檬滋润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娇韵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铂悦之恋润颜美肤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悦之恋润颜美肤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悦之恋润颜美肤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0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素馨淡雅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0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赋颜光璨亮肤冻干粉+完美态
度赋颜光璨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12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太莱舒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13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特西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14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赋颜修护冻干粉+完美态度赋
颜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19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蜜皇后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54
广州思蜜健康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美妆大师懒美人洋甘菊速净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57
广州市同丽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雨熙雅红球藻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65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营养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营养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营养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净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净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生姜净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WELRER韦雷尔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1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三只小猫玻尿酸水凝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2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只小猫玻尿酸水凝赋活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3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园泉美轻透素颜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7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三只小猫玻尿酸水凝赋活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79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82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只小猫玻尿酸水凝赋活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83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dz润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87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dz舒缓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93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dz多肽奢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197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0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06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N WINGS花式烤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19
广州艾浦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乳酸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5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本格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5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YILSNOW安肌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5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芈舒缓去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7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舒缓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7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纤秀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78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灿柔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86 广州熠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晰轻颜唇釉A04虞美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9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4虞美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9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4虞美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0229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植恋兰精灵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植恋兰精灵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植恋兰精灵舒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DUOLA纳朵拉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1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等待waiting水蜜桃慕斯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13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蕾水凝丝滑精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16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仕烟酰胺高光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20 广州澳星美妆有限公司
蜜章玻尿酸补水亮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321 广州晗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5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5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盈美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5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VISMILE普洱紫苏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57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國棟防水纤长睫毛定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67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Focus Koco韩普水漾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72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荟瑶浴粉（赋活温养）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74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梵奢享臻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79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芝荟瑶浴粉（舒缓畅通）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瑶浴粉（温润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3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荟瑶浴粉（养肤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7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之祺美颜多效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8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梦华美烟花浪漫绚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烟花浪漫绚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烟花浪漫绚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璀璨星空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璀璨星空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璀璨星空倾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IAC清颜焕光粉底液4#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497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鑫堂老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0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OUER欧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09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PIAC清颜焕光粉底液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1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伦舒芬氨基酸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16 广州予秀日用品有限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18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埃拉诺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74 广州幻雾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百代·美活力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细致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细致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细致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沭念鱼子精华光润莹亮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4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QUEENSTORY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8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晰轻颜唇釉A06长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6长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晰轻颜唇釉A06长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010259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心修颜水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5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心修颜水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5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心修颜水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5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JD复活草柔肤均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5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OCI 由西 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 
（01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61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GOCI 由西 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
（02 深邃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62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缔烟酰胺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68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诗缔玻尿酸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70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荷花养颜补水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9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养颜补水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9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养颜补水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9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亿元棠牡丹净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692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诗缔炫彩缤纷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10
广州海伦西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婷密蒙花赋活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赋活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赋活紧致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3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38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植物舒缓赋能套-植物舒缓赋能
精华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4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灿柔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62 广州熠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空谷与海 晓雾轻烟定妆蜜粉01皎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67 广州新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空谷与海 晓雾轻烟定妆蜜粉02日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1 广州新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蓝铜肽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6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第二记忆焕亮紧致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记忆焕亮紧致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记忆焕亮紧致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二记忆焕亮紧致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7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9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面部净柔套装-净柔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96 广州沁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79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仕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04
广州市华天美业日用化妆品
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 臻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媞纳斯轻盈焕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MANPU黛曼普花色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婷雅氨基酸柔顺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16 广州雅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蝶梵希沙棘眼部基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46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春荟疏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疏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疏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妍春水光透亮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7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丽骆驼奶沙漠肌营养套盒-骆驼奶
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三春荟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净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清颜调理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清颜调理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花清颜调理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允斌 甘草原汁嫩肤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4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若翔美肌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67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悠美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76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三春荟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妤水嫩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78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妤水嫩凝时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8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lamourera祛痘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8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UICAMI空气镜光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空气镜光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空气镜光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妤水嫩凝时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2893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砭鹊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05
广州名门妆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妤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09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鑫堂秀姿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1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蓝风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蓝风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鎏金香水沐浴露（蓝风铃香水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埃拉诺基础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29 广州幻雾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萱晴紧致亮皙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34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Focus Koco韩普水漾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46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弹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弹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弹弹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漫秘境口红  101糖渍樱花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0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净之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奇迹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3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O 迷漫秘境口红  102蜜桃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漫秘境口红  103玫瑰甜茶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6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迷漫秘境口红  104榛果拿铁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5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60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玫瑰玫瑰滋润水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68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臻致水润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沙棘润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89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男士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2996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康灵金盏花+苦瓜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金盏花+苦瓜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金盏花+苦瓜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锁水保湿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锁水保湿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锁水保湿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BODY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24 广州铁赛贸易有限公司
姜燚生姜强根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30 广州柔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焕能酵母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3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姜燚生姜护发调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36 广州柔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BIXUAN碧萱肌肤细腻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42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水光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44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47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语蔲红石榴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56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水光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57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鑫堂轻盈紧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5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御玫瑰洋甘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0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1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朝帝玫瑰泡泡浴盐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2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花漾水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5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6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蜂姿蜜养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0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璐琴斯寡肽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4
广州丽生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7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帮芦荟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8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芦荟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8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芦荟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8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091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亮泽丝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凱薾焕颜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1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XDAIR水漾粉韵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11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FUYUANSU积雪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28
肤元素（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妆美水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37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 舒缓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40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法歌兰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58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贝莎媄高光闪耀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65
广州茵束美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柏花寇生姜艾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7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花寇浪漫爽滑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7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魅惑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9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gny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199
广州八零九零化妆品有限公
司

Focus Koco韩普水漾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08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鑫堂艾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1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Focus Koco韩普水漾奢宠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14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芷VcVe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16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宜多肽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防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2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JIEPIE洁派水润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37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密蒙花亮颜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悘美康水解胎盘精华童颜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41 广州准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婵荟 竹林清风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43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万物之本艾草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51 广州国馆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圣拉帕妮富勒烯焕肤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69 广州圣拉帕妮商贸有限公司
芭缇蔻牛奶樱花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72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力皮傲宁修护祛痘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77
广州植力中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美度水光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1
广州易美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小分子胶原蛋白液+小分
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小分子胶原蛋白液+小分
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小分子胶原蛋白液+小分
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玫瑰光甘草嫩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4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欧薇蔻赋颜钻采光感奢护套装—赋颜钻
采光感奢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7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卡露雅燕窝还幼蛋白肽礼盒-燕窝蛋白
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8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蔓菲婷娇颜亮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29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0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0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00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挚颜雪花气垫BB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0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挚颜雪花气垫BB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1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GER BIRD千色鸟光影璀璨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27 广州炜霆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R葵儿缪斯之吻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缪斯之吻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缪斯之吻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鹤云焕颜亮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35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鹤云焕颜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3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营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鹤云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5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4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鹤云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51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aUYamn氨基酸洁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59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siten恩丝顿肌御多效眼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64 广州因美贸易有限公司

思蜜皇后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67
广州思蜜健康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秀雅婷水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雅婷水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雅婷水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REVITAL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6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REVITAL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6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 MEI  REVITAL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03396 广州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普洱紫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05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SMILE普洱紫苏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0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赋活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赋活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赋活紧致莹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臻致细腻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臻致细腻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臻致细腻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OCI 由西 灵动塑形双头自动眉笔
（03 时尚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38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瑶香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瑛捷妈咪焕颜璀璨精华液组合（依克多
因精华液+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57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
裂酵母亮采凝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
裂酵母亮采凝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
裂酵母亮采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二裂酵母亮采凝肌套-二
裂酵母亮采凝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爱碧生 至臻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6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美龙血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487
广州七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本质积雪草多肽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27 广州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瑞芬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莜天蓝水润保湿果冻面膜(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3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水润保湿果冻面膜(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3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莜天蓝水润保湿果冻面膜(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3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利采源姜汁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35 广州佳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净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净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净透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芙玫多肽修护冻干粉组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万芙玫多肽修护冻干粉组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万芙玫多肽修护冻干粉组盒-多肽修护
冻干粉+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4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慕兰格烟酰胺水光透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55 广州麦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水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5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MS烟酰胺香氛沐浴露（粉色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61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GOVMS烟酰胺香氛沐浴露（蓝色海洋）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65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芳寸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72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GOVMS烟酰胺香氛沐浴露（金色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74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75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寸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77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伊露莹焕彩懒人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焕彩懒人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焕彩懒人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美肌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美肌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美肌提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澳琦素皙颜亮肤调理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亮肤调理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亮肤调理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透亮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1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0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琦素皙颜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焕肤赋活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焕肤赋活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皙颜焕肤赋活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2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迪适美清颜控油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3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葵儿立体光影修容棒 01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立体光影修容棒 01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葵儿立体光影修容棒 01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PLiFE足部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MPLiFE足部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AMPLiFE足部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海藻明柔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藻明柔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海藻明柔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龄达黛丽欧系列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82
广州柏龄达健康美容连锁有
限公司

陈木木净润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899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木木肌肤无忧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01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LIG柔滑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09
广州情香一族化妆品有限公
司

ZSRS瓷佰沭密集调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10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酿凝肌奢润菁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1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睛彩凤凰 大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24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鱼子酱熬夜复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2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妮娜 紧致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1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澳琦素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舒润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3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多效复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多效复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多效复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新肌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新肌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新肌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笈人参草本亮皙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2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丝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8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敏芷VcVe水嫩肌初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49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芷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55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龄之肤多肽微乳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LEM·MISS YITA韩妆依她全天侯丝滑
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71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蛇毒肽白藜芦醇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72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本质积雪草多肽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74 广州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研鹂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79 广州旭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臻颜靓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to鱼子眼部精华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5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肤本质积雪草多肽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6 广州芝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8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恒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恒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恒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399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鸿润达人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0 广州圣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艺薇轻柔顺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6 广州美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积雪草寡肽赋活收孔冰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09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色优菁纯立体钻石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15 广州追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熙雅积雪草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1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芷VcVe倍羡神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27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赋活菁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2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果寡肽肌底赋活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烟酰胺菁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贝婷芳滋养补水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7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婷芳滋养补水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39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婷芳丝滑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0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容婉清柔滑滋养按摩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1 广州慕洋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肌明眸焕采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3
广州辅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凝肌奢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甄佑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4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菁华奢润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5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凝肌奢润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5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臻养恒颜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60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云容婉清柔滑滋养按摩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64 广州慕洋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龙胆菁华雪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66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臻养恒颜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6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陈木木安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78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ELLEM·MISS YITA韩妆依她水动力出水
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094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秀柔滑亮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0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惑双眸多色眼影盘-hung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1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莱曼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19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采源姜汁养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23 广州佳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HCM植物萃取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0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御玺堂活力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4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玺堂运化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5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宜多肽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舒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仲静肩部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42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仲静魅臀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57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仲静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58 广州仲静商贸有限公司
澳龄之肤深海鲟鱼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类蛇毒肽紧致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雅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人雅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人雅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名门泽佳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门泽佳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门泽佳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69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LIG去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74
广州情香一族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OK烟酰胺香薰沐浴露（黑鸦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78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玩卡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79 广州狼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OK烟酰胺香薰沐浴露（烟草之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80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8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每源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84 广州优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迪适美丹参清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19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XHCM植物祛痘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00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尚美汇雪肤盈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0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塑妍美肌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10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舒妍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1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泊熙雅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16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烟酰胺香薰沐浴露（柏林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19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澜坊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22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源堂能量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27
润兰妃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SUMEISMILE金钻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金钻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金钻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3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綵薇堂安肌净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38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SUFE天鹅绒琉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43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46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CI烟酰胺香氛星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星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星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藜娜星辰钻石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4 广州恩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琴儿QinEr柔滑保湿润手霜-木棉花柔滑
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7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5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琴儿QinEr柔滑保湿润手霜-牛油果娇嫩
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0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琴儿QinEr柔滑保湿润手霜-水蜜桃保湿
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3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藜娜星河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5 广州恩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库马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6 广州维库马贸易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晨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晨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晨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香氛魅惑星辰沐浴露+
卡芬优能烟酰胺美肤精华液+卡芬优能
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6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
隔离液-03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73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ST SHANGTON香格顿流光溢彩光耀凝透
隔离液-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77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卡丝比奥轻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97
广州市九优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婵茜去痘清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清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清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UP高光提亮粉（彩霞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21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水净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水净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水净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AKUP高光提亮粉（蓝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30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XHCM维生素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32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慕兰萱5D玻尿酸焕采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37
宏美汇供应链（广州）有限
公司

NYCEMAKUP高光提亮粉（紫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42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宜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然佰草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49 广州然佰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曦美学玻尿酸酵母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52 广州魔方科技有限公司



CJGJ绿植萃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5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都玛丽DOUMALI氨基酸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56 广州都玛贸易有限公司
敬易氨基酸净润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57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回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64
广州鑫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卡莉莱氨基酸深澈补水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氨基酸深澈补水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氨基酸深澈补水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鱼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4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多肽水漾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回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8
广州鑫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XHCM多肽修护净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79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美肌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1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艺薇润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2 广州美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BODY香氛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85 广州铁赛贸易有限公司
XHCM植物精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91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XHCM九肽亮颜净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92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赫红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红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红鱼子酱冻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3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村二裂酵母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12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HCM维生素E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13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伯澜朵多肽御颜定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18
广州华健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dz多效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24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澳龄之肤多效弹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2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熙雅铂金焕活紧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30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蔓蒂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31 广州富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JGJ头皮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4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瑷尚芊丝毛发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46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芬优能蜂胶姜柔滑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47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彩凤凰蜂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64 广州络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佰草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73 广州然佰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蔓蒂烟酰胺多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75 广州富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贝笑容婴儿草本尿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79
广州市兰芝韩秀化妆品有限
公司

等待waiting氨基酸慕斯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485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希凡水润醒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04 广州美希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人一喷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07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焕颜凝时修护组合焕颜凝时溶媒
液+焕颜凝时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1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蚕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0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女郎娇嫩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2 广州盈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PAST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4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国KRIBB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2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橄草臻颜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3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秀源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37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紧致亮肤套-追嫩胶原
粉+逆时舒醒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38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ORANGE YANG 橙漾类蛇毒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47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ORANGE YANG 橙漾透明质酸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48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ORANGE YANG 橙漾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49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ORANGE YANG 橙漾烟酰胺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0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ORANGE YANG 橙漾水解酵母海葡萄冰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1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基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多肽御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多肽御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多肽御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保湿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葳锘芾薾草本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依克多因修护套装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1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舒感轻盈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舒感轻盈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舒感轻盈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肌光倍润保湿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肌光倍润保湿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肌光倍润保湿乳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净爽如玉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71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AODALHE奥戴丽赫多肽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73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AstAlphy虾青素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樱花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国KRIBB 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血橙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维特的烦恼系列夏目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8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蓝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国KRIBB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白色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壹叁康源活力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5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康源焕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596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御橄草净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HCM氨基酸清透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4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ministar浓眉持色眉彩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5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NEMOR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HINEMOR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HINEMOR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HINEMOR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御橄草雪润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1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303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AYCREATE 1.5% PURE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1.5% PURE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1.5% PURE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1.5% PURE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 L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 L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 L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 LIGH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御橄草草本净痘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2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瑶 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3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御橄草雪润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3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304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御橄草青春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305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美肌宜多肽舒润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舒润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舒润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4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ZOEMG佐目提拉紧致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52 广州左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401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5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5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7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504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7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美肌宜多肽素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素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宜多肽素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8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天葵泾舒臀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9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圣青春清雅霜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9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清雅霜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9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圣青春清雅霜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469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肌活紧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1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莹补水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0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杏羊胎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2 广州青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复颜肌活紧致水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芝雅依克多因修护套装 精华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赫肤拉草本靓肤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草本靓肤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草本靓肤养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肌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3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肌活紧致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3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肌活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3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轻薄透气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4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GL∧sey歌钠絲野生姜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44
广州三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minuo亮丽美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亮丽美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minuo亮丽美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复颜肌活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源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1 广州优盛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英姿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蜜琪柠檬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蜜琪柠檬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蜜琪柠檬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蜜琪水蜜桃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蜜琪水蜜桃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蜜琪水蜜桃丝滑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7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幻诱惑净颜细致毛孔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5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复颜肌活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5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复颜肌活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创美.碧斯兰黛焕彩盈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甄妍美姬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妍美姬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妍美姬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6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则天秀积雪草水润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77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素本归元古韵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84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 七味当归菁发根营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87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修护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修护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修护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瑞妮雅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养护溶媒液+肌肤养护
保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养护溶媒液+肌肤养护
保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养护溶媒液+肌肤养护
保湿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润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润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润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usoba多肽美颜芯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899
芙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百莲草本祛痘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莲草本祛痘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莲草本祛痘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0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蒂诺富勒烯柔顺丝滑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2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 フャイバ-マスカラＯＲ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フャイバ-マスカラＷＣ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0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フャイバ-マスカラＧＢ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1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フャイバ-マスカラＭＧ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1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フャイバ-マスカラＳＤ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1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黛诗一触即滑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21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轩琳清凉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23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元康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33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元康温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34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肌肤养护保湿粉+赋活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3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肌肤养护保湿粉+赋活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3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肌肤养护保湿粉+赋活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3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鱼子酱黑金能量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41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贵妃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4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CIARYON俏岩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5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5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5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3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6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越小姐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越小姐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越小姐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肤欣 清肌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87
广州谜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孙雨汐润颜菁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91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卡芬优能氨基酸海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9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琳舒缓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96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安瓶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9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亮洁皙颜透润膜+亮洁皙颜植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499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体昇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芦荟水酷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水酷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水酷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石墨烯净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2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格美水杨酸修护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31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婵荟真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48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彩婵荟 晴朗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2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清盈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清盈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清盈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素星清肌秀丽套盒-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6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茯苓净颜草本面膜组合-茯苓
净颜草本滋养膜+茯苓净颜草本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86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伊裔月泉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91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汉王珍草灵芝亮肤草本面膜组合-灵芝
靓肤草本膜+灵芝靓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94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四季康典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095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裔月泉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03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伊裔玥珑碧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14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SUMEISMILE无泪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无泪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无泪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菁萃紧致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28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威帮野菊花嫩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3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野菊花嫩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3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帮野菊花嫩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3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冻龄女神亮颜虾青素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39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裔玥珑碧玉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40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承泉美备长炭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48
广州欧莎曼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泊兰蜜肌肌能赋活焕颜组合铜肽微晶粉
+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4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婵荟圆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53
广州彩婵荟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卡姿婷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爽五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康滋颜活泉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61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逆龄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65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6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6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69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滋颜活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1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芙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4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芙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4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淘芙妮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4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5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嫩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7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青春定格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青春定格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青春定格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7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滋颜活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81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蒲公英舒缓草本面膜组合-蒲
公英舒缓草本膜+蒲公英舒缓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84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爽一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9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暨美龄晶莹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9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雪莲花净透草本面膜组合-雪
莲花草本清透膜+雪莲花草本清透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199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0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0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0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梵美南极洲丛梗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02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10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1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1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2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1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3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ALUX灵动闪耀眉笔(柔雅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2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舒享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28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NALUX灵动闪耀眉笔(心思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33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语色密集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35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ALUX灵动闪耀眉笔(雾仙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36 广州莟魅贸易有限公司
金美娅修护舒缓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42 广州市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好气色水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好气色水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好气色水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4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5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24K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55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美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62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5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6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6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6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27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御养美肌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夕夕净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6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焕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焕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焕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0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1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1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10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美夕夕膜焕时光贴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19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润美尊享组合铜肽微晶粉
+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2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晳亮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2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缇蔻蔷薇依兰滋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23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2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焕采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37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0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极光钻耀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极光钻耀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极光钻耀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斯嘉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斯嘉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正肤挚爱口红（斯嘉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滋颜活泉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44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1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姿婷优璀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优璀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优璀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优璀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优璀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优璀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68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SUSEE束皙二裂酵母莹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SEE束皙二裂酵母莹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SEE束皙二裂酵母莹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葵泾舒通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85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姿婷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天蕴富勒烯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富勒烯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富勒烯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39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rlGo玻尿酸菁萃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03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PearlGo玻尿酸菁萃透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04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缔纳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13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雪莉米子玫瑰精油+雪莉米子小麦胚芽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1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时光琉璃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1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净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净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净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景修护麒麟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3 广州馥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时光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水润出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水润出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水润出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弥亚星光免洗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29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翎妙仙芙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32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AN WINGS梦幻美肌花式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34
广州艾浦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赫肤拉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悦多效修护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49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肌活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5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 SIMEY植物果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56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晳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5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麦植物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60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素积雪草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62 广州悦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焕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7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玻尿酸奢养晳亮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7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缇蔻甜美红石榴亮肤润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73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轻奢润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7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祛痘淡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8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宇治抹茶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海娜林娜多肽酵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5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颜姿婷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纯植荟姜香舒缓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植荟姜香舒缓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植荟姜香舒缓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49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SER可可瑟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00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0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0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0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施婷莱雅 亮肤水光丝绒棉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3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莱雅 亮肤水光丝绒棉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3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莱雅 亮肤水光丝绒棉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3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逗美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8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鑫堂轻盈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1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锦鑫堂腹部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逗美植物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植物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植物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瑞蓝铜胜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3
碧瑞（广州）健康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嘉贝绮通调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2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核丝顿FN·SCF润泽金箔体验套组-
FN·SCF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3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肌琳莎酵母泡泡美肌粉底液（自然偏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酵母泡泡美肌粉底液（自然偏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酵母泡泡美肌粉底液（自然偏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水光深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水光深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水光深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轻盈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媚缇莎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媚缇莎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媚缇莎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5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6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BIXUAN碧萱秀发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67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69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时光琉璃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7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时光琉璃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7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妍丽妃VC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76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拾易坊人参精粹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78
广州李灼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til time stop水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84 广州韩太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海洋植物小分子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91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玫瑰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596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小劳积雪草御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04
广州本心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蓓汀美海洋之心晶钻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17
广州蓓汀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妮娜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20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til time stop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24 广州韩太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25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丽姿曼草本多效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31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小兰平滑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39
九州海洋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植萃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妮娜雪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51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妮娜润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54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妮娜冰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56
广州韵妮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元气小方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57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昕Forshe复合玻尿酸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60
芬森健康科技（广州）中心
（有限合伙）

MAANGE迷你小方盒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6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轻松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质净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5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后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心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美龄晶莹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8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福美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缓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6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玫瑰赋润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06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滋养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1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滋养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1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滋养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1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G樱花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15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乔微娅 月桃洗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2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BEAR透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24
广州市瑞贝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SPA清洁保湿双效面膜白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26
广州妃欧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净化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7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馨安娜紧致莹润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00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唤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1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唤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1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唤复活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14 广州市丹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清新舒缓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4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YEONSOO积雪草复颜润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44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舒沁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47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xtra strength and moisture rich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55
清和月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MKNK眼线笔M662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56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MKNK眼线笔M663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57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6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6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海洋燕窝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6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SUET NEI魅彩眼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68 广州樱木贸易有限公司

ESES肌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82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名玛灯光多效漾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93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植萃精华轻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植萃精华轻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植萃精华轻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58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TY火花流光十色眼影盘-火树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00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TY火花流光十色眼影盘-落日余晖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01 广东妍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丽士小虾瓶修护冻干粉+小虾瓶纯净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09 广州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草本舒甲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1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纳修护润养组合-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18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天蕴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19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丽士小虾瓶润肤冻干粉+小虾瓶玻尿
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25 广州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茵美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27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希望宝宝婴幼儿清凉祛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3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冻干粉焕颜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冻干粉焕颜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富勒烯冻干粉焕颜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润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3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香世家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5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5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香世家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5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丽士小虾瓶亮肤冻干粉+小虾瓶玫瑰
精粹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54 广州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格摩洛哥护卷保湿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55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水漾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6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之美何首乌草本舒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66
广州雅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娮晳赋活修护粉+赋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娮晳赋活修护粉+赋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娮晳赋活修护粉+赋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8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丝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86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咔媤黛生姜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599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LING佰伶氨基酸多效净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13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允斌 黄芩日安防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33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芈茵美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37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亮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造美净界光感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姿婷娇颜倾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5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娇颜倾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5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卡姿婷娇颜倾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5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然之诺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5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FC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62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宗濟堂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7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宗濟堂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7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宗濟堂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7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藏福堂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8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8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8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拜纱玫瑰香水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89
广州市好洁洗涤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雅莱圣菲逆龄元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093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艺姿逆时空焕活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艺姿逆时空焕活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艺姿逆时空焕活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福堂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福堂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5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美赋活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7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抹茶细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78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gian明眸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19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国度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采堂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04 广州皇马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水凝胶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夫乐美水凝胶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夫乐美水凝胶睡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1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恩奈斯净颜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15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草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1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莹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0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塔俪苏糙米修护还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婕素颜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婕素颜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婕素颜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睿HANRUI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28 广州彩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季时代氨基酸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31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时代水漾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32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ITLE塑缇思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组合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3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SHUITLE塑缇思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组合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3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SHUITLE塑缇思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
组合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39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季时代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44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秒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秒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秒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OGIS积雪草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1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时代活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2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  黄金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草臻颜焕采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时代水润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58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昕诺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71 广州昕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体昇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舒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7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思余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奢华淡纹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嫩滑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嫩滑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嫩滑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修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修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颜匠植物氨基酸温和修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2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蕾去屑止痒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0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蛇毒肽水润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nyboshi施栢麗 弹力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2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fusoba多肽美颜芯肌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3
芙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容体昇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JIYUAN优肌源凝爽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1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经典花青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26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容体昇疏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疏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疏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2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净畅清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天竺葵酵母冻龄焕活嫩肤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天竺葵酵母冻龄焕活嫩肤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天竺葵酵母冻龄焕活嫩肤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幻氨基酸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3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俪娜姿何首乌草本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48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莉范石墨烯夜养嫩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5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品舍珍爱闺蜜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6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姿富勒烯蛋白拉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8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人世佳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87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YZK桑叶清爽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8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风也温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9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风也温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9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风也温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393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蕾丝滑垂顺精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20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滋养能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3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滋养能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3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滋养能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38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玫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40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Emayston酵素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69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Jea·Love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a·Love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a·Love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现植物水润舒缓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2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植物水润舒缓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2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肌现植物水润舒缓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72 广州蓝雅日用化工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桧木净化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婉卿养发强根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养发强根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养发强根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2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凝时驻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舒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89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悦享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9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清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9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49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缔纳修护润养组合-焕颜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06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缔纳修护润养组合-氨基酸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07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0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恩奈斯美肌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11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提升精华液+赋活提升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提升精华液+赋活提升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提升精华液+赋活提升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2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3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3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ARYON俏岩赋活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35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老姜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老姜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蓝格丝老姜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4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透润型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49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aUYamn氨基酸水润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51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林泡泡摩洛哥坚果油头发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64 广州优品美妆科技有限公司
韩秀恋燕窝肽鱼子酱八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0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盈魅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盈魅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盈魅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芙悦嫩遮瑕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4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anna俏安娜密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密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密羽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紧致亮肤套-幼肌锁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79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寡肽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82 广州缘安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唐秀明眸亮眼组合 赋活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87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夕夕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90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多宝轻奢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598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续紧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02 广州新颜续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1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XPHEN YOUNG MIRACLE类人胶原蛋白
弹力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14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皙莉范氨基酸温和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63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 奢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 奢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 奢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7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UPIN色彩优品烟酰胺奶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80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Ofe 乳糖酸缓释毛孔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89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明眸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明眸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黄金明眸水嫩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6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oseven丝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0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even丝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0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even丝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0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even丝柔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0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丽拉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毛孔收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毛孔收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毛孔收细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莲花生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花生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花生水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5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i-Softto视黄醇精华乳（初阶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55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瓷妍氏凝时紧致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70
瓷妍氏瓷颜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

梦百丽VC颗粒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VC颗粒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百丽VC颗粒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色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797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01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善堂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14
广州善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
司

瑞择蚕丝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29 广州惟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莉范清透焕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47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莱曼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50 广州秋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莉范清沁水漾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5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欢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5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欢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5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香氛欢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5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臻颜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67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香鹿清爽净源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8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术天使水漾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8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USUPSO小金管纤细持妆椭圆眉笔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83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小金管纤细持妆椭圆眉笔1#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90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94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USUPSO小金管纤细持妆椭圆眉笔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06896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皙莉范植萃肌活弹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00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齐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2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补水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43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舒耐喜暗里着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耐喜暗里着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耐喜暗里着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颜堂牛油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耐喜夏日告白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耐喜夏日告白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耐喜夏日告白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淑一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69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帕贝诗植萃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帕贝诗植萃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帕贝诗植萃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暨美龄晶莹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2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童颜基因焕肤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37 广州卓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基因焕肤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38 广州卓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玩转潮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46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基因焕肤美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47 广州卓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基因多肽美肌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53 广州卓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焕颜修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66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伴君美冰爽美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6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碧丝玻尿酸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73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士法式香氛沐浴露[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76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 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0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净香鹿清爽净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3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OHUI烟酰胺香氛沐浴露+烟酰胺透亮
精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3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0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2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1棕调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3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焕颜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7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焕颜美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59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氨基酸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1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4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6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变 自然美目撕拉眉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68 广州炫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5蜂蜜杏
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7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米甜甜紫苏轻透隔离防护乳（优雅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76
广州百草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恩奈斯焕彩多效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78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泊束水光派对闪耀唇膏B06玫瑰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79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小雏菊水润修护肌底黄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小雏菊水润修护肌底黄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小雏菊水润修护肌底黄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SY ENCENS 迪致玫瑰衡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391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海娜林娜轻雾丝绒口红-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0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海娜林娜轻雾丝绒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1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滚滚灵草本平衡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2
广州怡维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TO艾草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4 广州瑾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XO VAN勒凡玻色因花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5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娜林娜轻雾丝绒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6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皙莉范弹嫩净透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08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娜林娜轻雾丝绒口红-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12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仟黛娇人滋养润色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20 广州硕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秀明眸亮眼组合 明眸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25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2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2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2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士法式香氛沐浴露[木质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31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TUO生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3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祖丽雅夏日隔离冰晶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42
广州祖丽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秀柔鲜补水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鲜补水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鲜补水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娜林娜轻雾丝绒口红-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0 广州星曙贸易有限公司
VONGEE摘星梦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1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摘星梦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1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摘星梦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1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氨基酸丝滑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氨基酸丝滑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氨基酸丝滑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5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汴丝水润修护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63 广州市摩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臻颜凝肌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71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颜堂烟酰胺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7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男深海火山泥酷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76 广州觅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84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妜妍足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乳酸菌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8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妜妍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4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恋梦璐控油氨基酸头皮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00 广州祺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弹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青春焕肤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08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精粹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精粹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精粹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洋甘菊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2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SY ENCENS 迪致玫瑰细致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31 广州迪致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玫瑰花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3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UIR葵儿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绒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虫草细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妍肌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63
广州汇嘉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Calicare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6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6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6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上品女人 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婗坊秀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89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蓝铜肽蓝光养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59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澜泽全息草本修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02
广州美澜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澜泽全息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08
广州美澜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草坊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09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班美宜洋甘菊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13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澜泽轻爽秀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15
广州美澜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木庄园水润精华舒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17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澜泽舒畅净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22
广州美澜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DD净颜馥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23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美澜泽清舒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24
广州美澜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醇nuochu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2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森芊屑净植萃控油去屑洗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31 广州初晨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愈颜菁醇鲜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3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绾彩 香氛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5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箔士laibosh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6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薇施娜海洋植物小分子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62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SRS瓷佰沭密集调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67
广州熙缇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UITLE塑缇思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SHUITLE塑缇思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SHUITLE塑缇思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芭俏 娇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3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IE宝时婕水光玻尿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BOSIE宝时婕水光玻尿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BOSIE宝时婕水光玻尿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欧丽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姿兰黄金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85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us Koco韩普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4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诗林能量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6
广州益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米丹二裂酵母透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丹二裂酵母透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米丹二裂酵母透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YEONSOO多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698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1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花漾甜心香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8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花初美烟酰胺封层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91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婷眼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9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皙莉范清沁水漾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79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繁花初美沁润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06 广州鸿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莉范植萃肌活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13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立体自然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5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莉范清爽靓颜多效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54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立体塑形眉笔（深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61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DR·HENG YI谷胱甘肽密集皮润膜II组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62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丝滑柔顺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7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丝滑柔顺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7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丝滑柔顺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7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燚生姜清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74 广州柔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亮洁皙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8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8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乐姿神经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85 广州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美姿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美姿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美姿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GIOR 抗皱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94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颜堂燕窝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89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凝润美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0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护肌活黄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护肌活黄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奢护肌活黄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亮洁皙颜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1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皙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皙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皙温泉水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1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愈颜菁醇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1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木庄园水润精华头发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20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国度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国度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愈颜菁醇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4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凝润美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5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美桐VC亮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53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维生素E睫毛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维生素E睫毛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维生素E睫毛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舍保湿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90 广州千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流牧者男士炭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7995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世恋人面部保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10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小皙丝滑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1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小皙丝滑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1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小皙丝滑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1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媋古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2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媋古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2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媋古净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24 广州美颜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传植物氨基酸活力盈亮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34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兰炫 新氨基酸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4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菲婷弹力修护赋活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Calicare多肽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多肽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多肽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AZILI法姿莉 积雪草寡肽赋活双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79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小白裙水漾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8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糖枫原液肌肤畅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82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舒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8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茶籽油星耀免洗修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090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泰国芮一 睡眠精华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0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安婕莎莉焕颜璀璨精华液组合（依克多
因精华液+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11 广州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室翁 玫瑰蜜语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1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库马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20 广州维库马贸易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靓颜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21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2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致臻多重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3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梦丽媛鲟鱼子舒纹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3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致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43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致臻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5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梦丽媛睛纯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6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靓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64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梦丽媛鲟鱼子赋活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69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7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7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抹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7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ANGE 裸感定妆四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7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致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80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洗发慕斯  柔韧顺滑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82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2失望的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9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1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ASTER深层修护冻干粉+深层修护冻
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03 广州传祺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4柔皙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4柔皙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4柔皙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11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菲婷多效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2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瑞宜小汽泡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29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MIYEONSOO烟酰胺焕亮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31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菲儿水溶透明氨基酸绵密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32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花漾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3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洗发慕斯  滋养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40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LEXO VAN勒凡玻色因花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46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花漾水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47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花漾水凝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4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花漾水凝精华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5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靓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52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菲婷焕彩美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5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唐秀明眸亮眼组合 靓眼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59 广州恩隽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6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塑醒鞣花酸睡眠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68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兰炫 新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7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Ovtural欧维萃黄金肌肽补水修护蜂窝
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79
广州智羽孕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米兰炫 新氨基酸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29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CUCNZN纯贞润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0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CUCNZN纯贞润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0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CUCNZN纯贞润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0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曼宣男士清爽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11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雅宜堂鱼子酱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15
广州雅宜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靓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18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丽草香林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2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婉卿控油祛屑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控油祛屑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控油祛屑能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2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多肽奢养紧致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25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氨基酸营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氨基酸营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氨基酸营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柏氏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38 广州姿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多效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46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69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372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ZTI微姿态玫瑰香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36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经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3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3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3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易美YIYIMEI富勒烯微脸塑颜紧致提
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46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经坊草本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草本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经坊草本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ZTI微姿态海洋香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49 广州杏缘春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HERB 24K金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59 广州众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美村富勒烯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83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美初复合氨基酸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496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38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言生复活草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42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简美雅法国迷迭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71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毓丽冰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毓丽冰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毓丽冰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婷弹力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59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U·HOO野菊花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09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licare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1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1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11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昕诺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24 广州昕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龄晶莹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3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蔓菲婷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4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代妮曼丹皮酚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5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寡肽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寡肽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寡肽睫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之菡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65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妍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67
广州汇嘉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玛埃沃德草本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77
广州欧宸雅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MAYNE伊杉美恩睫毛滋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睫毛滋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NE伊杉美恩睫毛滋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2大眠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8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元气轻盈双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87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兰炫  新氨基酸滋养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9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6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后草莓果萃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03
广州市紫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刺松藻逆龄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0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天嗖逆龄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漫妆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诺弥亚樱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48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曖美人AIMEIREN水感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57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玫瑰三色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6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妍绿方富勒烯晶萃水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780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0粤语残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0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7白色谎言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0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9致我的思
春期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0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05护花使者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0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曼界无味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3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曼界清香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4 广州硕世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友漾丝润莹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5 广州友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润嫩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本赋颜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28 广州慧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焕能舒展套焕能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37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45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45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45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50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50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50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防护滋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62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7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7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俏 娇美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70 广州市凯扬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肌润轻颜妆前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肌润轻颜妆前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肌润轻颜妆前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IC SCHOOL肌润轻颜妆前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8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EISMILE水润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89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井抹茶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井抹茶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井抹茶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黑裙馥郁清雅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焕颜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牛奶柔嫩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牛奶柔嫩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牛奶柔嫩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二裂酵母奢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1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柔鲜补水莹亮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鲜补水莹亮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鲜补水莹亮透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谷男士氨基酸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2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茵兰海蓝宝玻尿酸水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2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海蓝宝玻尿酸水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28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秀柔芦荟鲜润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芦荟鲜润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芦荟鲜润补水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3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宣言舒活润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38 广州芳华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心蓓爱复活草水肌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41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轻透凝脂焕颜瓷肌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轻透凝脂焕颜瓷肌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轻透凝脂焕颜瓷肌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5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六胜肽紧致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57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58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谜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素
A清透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9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素
A清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素
A清透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素
A清透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899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石榴鲜活粉嫩素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 活力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3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舒盈保湿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舒盈保湿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舒盈保湿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酵素嫩肤焕颜六件套-酵素焕颜嫩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43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4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俪娜姿何首乌嫩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54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 彩妆 DJO 074(MG305)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5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CP 彩妆 DJO 075(MG1140)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59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CP 彩妆 DJO 076(MG707)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61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大自然曲线美腰部韵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自然曲线美腰部韵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自然曲线美腰部韵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6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 彩妆 DJO 078(MG9960B)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63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宣谷芦荟与洋甘菊烟酰胺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7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SECRET.24 彩妆 9070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7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ECRET.24 彩妆 9090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73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ECRET.24 彩妆 9595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74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香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0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 彩妆 BR219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PZZO 彩妆  23313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3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XPLRA 彩妆 #PBS1340-A&B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5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VOCI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烟酰胺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88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FAZILI法姿莉 糖膜水感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090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彦可甛山茶花嫩肤水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33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肤美桐VC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39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馨儿幼儿童樱花益生元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50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千姿轻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54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55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千姿美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58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玲珑美秀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6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玲珑美秀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6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JYS冰激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JYS冰激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JYS冰激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森林复活草精粹深层净化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原浆多元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3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菲妮草本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6 广州雅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妮草本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6 广州雅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菲妮草本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76 广州雅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寻芯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8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尼兰迪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复活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19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til time stop青春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09 广州韩太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20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蕴时之谜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29
美客优品（广州）贸易有限
公司

茜茜赫本植物精油丝滑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32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茜赫本植物精油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42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SPA清洁保湿双效面膜玫瑰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45
广州妃欧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肤美桐VC亮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52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祛痘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54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璀璨鱼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56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露维妮洋甘菊护颜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64
广州嘉兰斯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茗瑶赋活紧实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6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赫肤拉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肤拉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7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宝ZBAO美肌清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1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亦禾靓颜奢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2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靓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6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GIass兰璃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7 广州资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8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靓颜奢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91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桐VC亮肤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292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亦禾靓颜奢养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64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植萃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65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玻尿酸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66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75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明眸嫩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78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雪儿小姐姐雪儿靓铂小铁盒元气臻
恒采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86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雪儿小姐姐雪儿靓铂小铁盒雪儿雪
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90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CDK富勒烯水光冰晶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93
广州奇拉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SK雪儿小姐姐雪儿靓铂小铁盒臻美贵
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9497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侯富勒烯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12 广州苏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一烟酰胺婴肤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烟酰胺婴肤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烟酰胺婴肤雪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茗瑶尊宠秀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3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伊澜雪肤祛痘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41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纤齐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4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4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4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婵儿舒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46
广州富斯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HENLIFU臻丽芙夏日清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51 广州臻美一商贸有限公司

玉婵儿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52
广州富斯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DOK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5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婵儿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56
广州富斯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婵儿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59
广州富斯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yteye洋甘菊金盏花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洋甘菊金盏花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洋甘菊金盏花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素裹靓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7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士法式香氛沐浴露 [古龙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95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士法式香氛沐浴露[运动激情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09599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惑补水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06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壮壮与娇娇宝宝金盏花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08 广州汇一实业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0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草香林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1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播缘植物多肽肌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植物多肽肌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植物多肽肌肤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1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水动力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1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IYEONSOO沁水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24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草坊燕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27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希颜瓷娃娃嫩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29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瓷娃娃素颜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31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瓷娃娃素颜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0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颜瓷娃娃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4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纤夭记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夭记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夭记草本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55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2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6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七水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6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祛痘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73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祛痘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7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水动力保湿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8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丝蜜芬Simyfen烟酰胺活颜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0 广州禾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自律循环黄金可可泥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1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水动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3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水动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4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御浴宝三合一洗发护发沐浴露（珍珠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6 广州御高贸易有限公司

茜茜赫本植物精油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7
广州市善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靓颜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698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薇施娜海洋植物小分子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0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润芙多肽淡纹舒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14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XUAN碧萱自然卷护理精油+BIXUAN碧
萱胶原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17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温和卸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2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桑春雪酵母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22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25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27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GSG水润清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28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桑春雪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31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焕颜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滑溜溜多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3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icare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卉倩蕲艾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46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妃雪儿集美御颜修护套装-致颜冰川舒
缓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50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然之诺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5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盈润滋养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盈润滋养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齐盈润滋养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焕颜光采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79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乐姿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24 广州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泉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3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柔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柔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柔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PCP埃及异域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7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氨基酸营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4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滋养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滋养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滋养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可纤丽滋养草本液+吾可纤丽调理草
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可纤丽滋养草本液+吾可纤丽调理草
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可纤丽滋养草本液+吾可纤丽调理草
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7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7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7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美村富勒烯净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85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兮贵妃草本俏腰修复套-草本活力净化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87 广州蔚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瑞珀曼焕颜美肌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89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兮贵妃草本俏腰修复套-俏姿懒人修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90 广州蔚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迪适美酵醒焕颜极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9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兮贵妃草本俏腰修复套-草本活力臻致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92 广州蔚涞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雅泉蜂蜜肌肽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94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谷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89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橄草水漾轻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春雪金蝴蝶防护隔离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15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倩蕲艾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33
广州市佳荟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诺曼宣冰海泥控油去角质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39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YZK薄荷清新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54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钟爱一生舒爽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56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婷乐姿亮肤赋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61 广州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彦可甛山茶花润肤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72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化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化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化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彦可甛烟酰胺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1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屑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屑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净屑修护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调安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89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光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099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调润泽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05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调净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11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清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清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清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调雅致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23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HARMI瑞妍莉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1 广州市缇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肤初心臻奢修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肤初心臻奢修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肤初心臻奢修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如玉氨基酸溶解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39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适美酵醒焕颜极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4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晨童话清透亮肤能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49
广州欧德锐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康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彦可甛山茶花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7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可彦可甛山茶花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59
可彦可田（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上品女人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遇见多肽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72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恒妆优美速描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优美速描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优美速描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7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依芙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08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顺滑无硅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妆流畅浓黑极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流畅浓黑极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流畅浓黑极细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0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美然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ROCHARMI瑞妍莉青春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18 广州市缇葩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精油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2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精油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2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精油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2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睿丽雅睿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27
广州丽雅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3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OCI 由西 玻色因水光精华妆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52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虞美姬红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5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7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安斯黑珍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182 广州薇笑科技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净透涣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香焕能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1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叶和花柔感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2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和花柔感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2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和花柔感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2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一沾画十笔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一沾画十笔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一沾画十笔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韵秀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韵秀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韵秀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2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酵母光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27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肌芙蔻清新舒爽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芙蔻清新舒爽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芙蔻清新舒爽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香水诱惑盈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37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丝蜜芬Simyfen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51 广州禾芯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人鱼姬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5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人鱼姬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5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人鱼姬鎏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55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綵薇堂清透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61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瑞珀曼焕颜美肌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66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去痘净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去痘净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去痘净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隐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87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谜语 植物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9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HKLANCUI璀璨星空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0395 广州市梓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朕耀爆激爽强塑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28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科拯颜丹皮酚缓释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29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铂新草本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32
广州市德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薇蔻肌肽水光晶致面膜组(肌肽水光
晶致精华液+水光晶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37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樱花柔嫩丝滑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樱花柔嫩丝滑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樱花柔嫩丝滑搓泥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红牡丹修护冻干粉+红牡丹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f植物精华洁净柔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50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可卡莉樱花润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樱花润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樱花润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亦禾清润水漾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497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中秀多肽胶原逆龄素+多肽胶原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06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睫毛膏+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0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瑞珀曼焕颜美肌能量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10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亦禾鱼子酱臻宠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13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鱼子酱臻宠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18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清润水氧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21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修颜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24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素颜美肤多效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26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靓颜光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29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颜玉妆 舒缓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36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自然植物精萃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37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D植物精粹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植物精粹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植物精粹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3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妮娜 紧致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47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御翰堂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73 广州中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武当脉草本滋养修护乳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517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8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甄美蕙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8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JUST GOLD 彩妆 JG906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91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JUST GOLD 彩妆 JG939 粤G妆网备字202011059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伊裔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02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启鸿滋养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0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滋养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0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滋养修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0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沃滋养修护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11
泊沃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冻干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30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桂娇水解胶原-多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33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4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2星海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4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5藕紫星闪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4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鸿滋养修护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滋养修护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滋养修护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1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4绯红细闪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2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7极光碎闪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6可可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S03琉璃墨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5焦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5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佗 娇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SD小金管粉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小金管粉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D小金管粉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雅小舍鼠尾草籽竹炭清洁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7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4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3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6葡萄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7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欧丽平衡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80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8暖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8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09湖水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8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10芒果黄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9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巨好画眼线胶笔 
M11珍珠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9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面部逆龄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69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天嗖美颈提升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0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丽拉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欧丽水合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04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韩瑟寡肽净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寡肽净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寡肽净肤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15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2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xymf思余丝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丝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丝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3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渐熊果苷酵母亮肤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34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焕颜弹嫩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5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熬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765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碧美然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0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3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科肤泉清润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41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雅馨安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44 广州尚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蔻时光之钥紧致臻润套装—时光之
钥紧致臻润精萃液+时光之钥紧致臻润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56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美人芯益生菌护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58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IDOK深层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61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67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美悦轻盈柔雾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8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轻盈柔雾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8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轻盈柔雾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8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ELINE 彩妆 G2217B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95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贝妍丽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妍丽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妍丽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RELINE 彩妆 Cool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11089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CARELINE 彩妆 Warm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20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21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28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百合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37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51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65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cafelan卡菲兰胡萝卜素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70 广州翊升发贸易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75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集千姿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JDL.KD葡萄籽面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KJDL.KD葡萄籽面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KJDL.KD葡萄籽面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09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美灵时光胎盘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17 广州诺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欧丽幼妍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21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妮莉丝 火山泥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25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欧丽平衡靓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28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仙丽颜 胡萝卜素健康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35 广州叠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塑颜芯肌紧实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4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欧丽活力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48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欧丽赋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0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光彩紧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光彩紧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清堂尚品 光彩紧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欧丽本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3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欧丽凝时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6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欧丽平衡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58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欧丽肌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60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芯诗妍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64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尼兰迪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7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IPL 仙女棒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7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仙女棒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7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仙女棒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7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欧尼兰迪纤连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禾姜艾纤丝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87 广州卉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芙堂清透莹肌美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09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uan Double玻尿酸丝滑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09 广州爱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18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 Double鱼子酱冰晶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1 广州爱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眼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3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水分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水分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润丝植物萃取水分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陶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陶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陶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美润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27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FC燕窝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31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KRNJY侬姣妍杜鹃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40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欲望陷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欲望陷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欲望陷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致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4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nuos诺色21天氨基酸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5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玫瑰香水清爽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玫瑰香水清爽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玫瑰香水清爽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0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蓝色妖姬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蓝色妖姬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夫乐美蓝色妖姬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玻尿酸多肽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玻尿酸多肽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玻尿酸多肽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金纯紧致抚纹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70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恒升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7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美资 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8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美资 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8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美资 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188 广州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曼焕颜美肌亮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08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1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佳人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17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2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2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美诗啤酒花奶盖洗护套装-啤酒花奶
盖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2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娜璐氨基酸牛奶慕斯沐浴露（蜂蜜牛
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22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丝顺香氛沐浴露（深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26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高保湿弹润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6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雅莉氨基酸滋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莉氨基酸滋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莉氨基酸滋养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媄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媄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添媄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28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俪娜姿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02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体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体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妆双头精细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双头精细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双头精细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3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熙贞氨基酸人参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42 广州领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奶盖沐浴露套盒
-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氨基酸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4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奶盖沐浴露套盒
-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氨基酸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4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奶盖沐浴露套盒
-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氨基酸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4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烟酰胺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49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烟酰胺初恋甜心香氛奶盖沐浴露
套盒-烟酰胺香氛沐浴露+烟酰胺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烟酰胺初恋甜心香氛奶盖沐浴露
套盒-烟酰胺香氛沐浴露+烟酰胺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烟酰胺初恋甜心香氛奶盖沐浴露
套盒-烟酰胺香氛沐浴露+烟酰胺美肌精
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2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5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5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6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6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64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洁美润橄榄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6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橄榄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6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橄榄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6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7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7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允斌白芨养发套盒-白芨十二物养发粉1
号粉+白芨十二物养发粉2号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71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动溢彩莹润口红5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74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依克多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39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凯旋1号KAIXUANYIHAO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02
广州市凯旋一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敏静幼龄真精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12 广州珈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诗梵虾青素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17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芸漫妆焕彩奢华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焕彩奢华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焕彩奢华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菲诗梵赋活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20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KAMEILAI卡魅莱舒缓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26
广州卡魅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氧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35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46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蔚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蔚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蔚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桂娇水解胶原-高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496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持久魅眼眉笔眼线两用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1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依克多因胶原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45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依克多因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5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依克多因修护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55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JGJ头皮舒缓净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1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BCOC 钢好遇见你防晕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1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薇蔻赋颜钻采光感奢护套装—赋颜钻
采光感奢护精萃液+赋颜钻采光感奢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18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美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2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蒲露迪思1690双萃精华液套盒蒲露迪思
1690羟癸基泛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3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蒲露迪思1690双萃精华液套盒蒲露迪思
1690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38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雅莱圣菲逆龄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48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美極氨基酸奶泡洗发慕斯  清爽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58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瑞珀曼焕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62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膜趣 积雪草水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65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趣 玻尿酸冻干粉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81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吸黑头粉刺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89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洋溢生密集修护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9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白桦树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91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BOSIE宝时婕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组
合龙血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695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美極氨基酸柔韧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09
广州秀姬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HARM诱惑亮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10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LEXO VAN勒凡玻色因花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13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纷水感净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水感净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水感净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2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xymf思余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金箔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多重蛋白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3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花漾水感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55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Comi蔻迷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mi蔻迷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mi蔻迷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白桦树汁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90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白桦树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95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劳斯肌 植萃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796 广州信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白桦树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01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慕双 金刚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02 广州信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蜂蜜玉容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03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诗妤白桦树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05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BUIXUAN碧萱头皮舒缓控油精油+BIXUAN
碧萱胶原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07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沁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10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芳沁蜗牛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12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芳沁润妍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14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芳沁时光沁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18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健之悦胸部莹润套胸部莹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22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沁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11823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古海尔星星胶原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0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胶原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0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胶原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0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羡CHUXIAN清透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10 广州朝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an Double益生菌美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11 广州爱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调
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1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调
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1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2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2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2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莱茵兰魅力紧致护理套—莱茵兰魅力紧
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23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xingfuyuan醒肤源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29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亦生堂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生堂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生堂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3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俪佳金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36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XUAN碧萱长发及腰精油+BIXUAN碧萱
胶原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38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格复古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46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舒润净颜保湿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5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舒润净颜保湿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5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舒润净颜保湿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5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6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6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颐道润妍养护套润妍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62 广州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红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持妆羽雾水蜜粉801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88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法珀美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9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彩思光感遮瑕变色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92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持妆羽雾水蜜粉802 粤G妆网备字202011199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肌妍烟酰胺焕亮皙嫩五件套-烟酰
胺焕亮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03
广州润美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俪 海藻补水滋润面膜贴（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颜智慧粉底液805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1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GL∧sey歌钠絲野生姜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19
广州三木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颜智慧粉底液806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21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DOTRL顺滑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2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TRL顺滑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2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TRL顺滑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202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植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植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植萃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3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趣 虾青素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41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裔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42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伊裔幸福女人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68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EIMEEIYA复合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69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姣莲俪人奢养净透淡纹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7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奢养净透淡纹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7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莲俪人奢养净透淡纹水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7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SNOW柔肤平衡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7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清颜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8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素
A清透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3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烷
柔润奢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烷
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烷
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烷
柔润奢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伊诗谜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烷
柔润奢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19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允斌马齿苋清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31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调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62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67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76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婵儿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1
广州富斯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5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堂精舍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金缕梅提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净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289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心温变美肤唇膏509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0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资宝莱纤连蛋白光润修护冻干粉组合-
纤连蛋白冻干粉+纤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09 广州暨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lah歌娜蝶舞二次元墨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12 广州名企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美媛植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15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杏仁亮肤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靓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4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ZHISHANG纤指尚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63
广州莱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亦禾水漾动感倾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85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计凝时焕活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395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芝缘莹润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3
绘妆（广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宠你如后复活草香氛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4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芝缘修护祛痘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6
绘妆（广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米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1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1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富勒烯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1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紫苏益生菌舒缓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心温变美肤唇膏510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3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汉颐养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42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1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4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2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1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皙顿 白桦树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2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5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6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斯幂润肤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56 广州斯幂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7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8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1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19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4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洁美润氨基酸滋润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氨基酸滋润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氨基酸滋润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20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21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6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丽雾感持妆口红522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7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颜美村富勒烯清润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74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美村富勒烯净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76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健之悦胸部莹润套黄金莹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7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顿 白桦树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79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顿 白桦树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82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宝妆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9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宝妆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9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宝妆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95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流牧者男士强塑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2498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因生美微粒子活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1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 小分子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1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仙境耀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34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禾水光肌透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42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嘉丽莹彩雪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49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芝缘清肌亮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64
绘妆（广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DUANLI端丽精雕塑形自动细眉笔 1#烟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65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精雕塑形自动细眉笔 2#卡
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6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精雕塑形自动细眉笔 3#浅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6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精雕塑形自动细眉笔 4#深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6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端丽精雕塑形自动细眉笔 5#灰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7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蜂胶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76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脂 紧致提升组合紧致提升液+紧致提
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1 广东名洋实业有限公司

速美莱清新净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4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iuln Kivln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5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女王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8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逆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逆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SLEGEND传奇逆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7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水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82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莉拉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9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莉拉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9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莉拉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289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矜菲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1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槿月儿植萃多效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24 广州极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颜堂氨基酸牛奶果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25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姿魅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36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妍天然水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38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TM绿果蔬精华泡泡洁面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3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依姿魅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42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依姿魅滋养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43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依姿魅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44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欧博尔花漾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花漾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花漾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奢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奢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奢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沁润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深海泥水洗雪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深海泥水洗雪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深海泥水洗雪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烟酰胺焕颜亮透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烟酰胺焕颜亮透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宝妍烟酰胺焕颜亮透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愈创木安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2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YILSNOW清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莹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甘草精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6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平肌调理套芍
药花细肤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7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ILUIM' PLUS-VINGE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0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YUILUIM' PLUS-VINGE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1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平肌调理套芍
药花平肌净化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QHD YOD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6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TQHD YOD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7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平肌调理套芍
药花清肌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 TOCO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89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T TOCO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90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VKF 紫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 紫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 紫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RCH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2996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蒂诺玻尿酸补水顺滑焗油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11
广州欧蒂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RCH纯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15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RCH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26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亿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3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3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3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蜂胶祛黑头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4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HCM肌肽柔肤修护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51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XHCM维生素E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53 广州协和医药研发有限公司

春之唤灵芝养肌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56
广州春之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亦禾毛孔洗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66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植萃植物养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84
广州药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珀莎神仙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珀莎神仙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珀莎神仙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8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蔻源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09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之素寡肽毛孔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0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婉颜俪人紧致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09 广州淑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享时光胶原多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11 广州思丽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萌鱼烟酰胺润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19 广州迪娅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VKF 紫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 紫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 紫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绵肌 羊胎素嫩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绵肌 羊胎素嫩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绵肌 羊胎素嫩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3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52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D COLLECTION蛋白修护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53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莱玫蜂胶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5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雪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59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亦禾鱼子酱臻宠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65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后玻尿酸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66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焕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焕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焕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肩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肩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肩颈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养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养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养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舒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舒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舒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7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思美瑞舒缓保湿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83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腹部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腹部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美康乐腹部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8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焕颜套-植萃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1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0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亮肤套-植萃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1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奢润焕颜润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海藻补水保湿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4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廷衍美青春逆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廷衍美青春逆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廷衍美青春逆龄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玫瑰亮肤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27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苦参祛痘养护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34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 COLLECTION苦参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36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扎地茶树净透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茶树净透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茶树净透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玻尿酸补水嫩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玻尿酸补水嫩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玻尿酸补水嫩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泉炫派小刚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3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匠泉炫派小刚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3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豆小七水润保湿卸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45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海洋水晶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御玺堂百草世家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3
广州御玺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生源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6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6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生源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6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植萃头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67
广州药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沁清唐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70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炫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3293 广州博炫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0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彳大艾钅无彊艾草洁净润泽持久香氛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05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GOCI 由西 白藜芦醇裸感素颜奶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07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祛痘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12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宜菲雅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30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彳大艾钅无彊艾草洁净润泽持久香氛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39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彳大艾钅无彊氨基酸温和润泽持久香氛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40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紧实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紧实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晶润紧实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贝拉玫瑰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0
沃德隆（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彳大艾钅无彊氨基酸温和润泽持久香氛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1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美润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凝是秀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是秀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是秀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78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丝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3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敷柔啤酒鲜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柔啤酒鲜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柔啤酒鲜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8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淳欢颜玫瑰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391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IBEYA爱贝雅植萃亮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立洁柔顺一号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14
广州利康元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

舒研玑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0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神经酰胺多重营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神经酰胺多重营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神经酰胺多重营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享时光九肽水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7 广州思丽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富勒烯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38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HA肌肽虾青素双效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肌肽虾青素双效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肌肽虾青素双效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立洁柔顺一号香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59
广州利康元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

FC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65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YUELAIMEI樾莱美亮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67
广州樾莱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24K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FC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2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光清透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植萃焕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植萃焕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琦素植萃焕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8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祛痘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79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祛痘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0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无缺虾青素冰沙修护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3
广州聚合众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5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妮欧骆驼奶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骆驼奶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骆驼奶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净肤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89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水润年华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90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天然竹炭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97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水润年华巨浪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498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水润年华巨浪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02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水润年华巨浪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04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萃取水润年华巨浪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07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彳大艾钅无彊艾草洁净润泽柔顺持久香
氛秀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08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23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23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23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TM红果蔬精华泡泡洁面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17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芙美淨净化洁净粉刺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1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极细易描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5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彳大艾钅无彊氨基酸温和润泽柔顺修护
秀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29
广州市爱姿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唇釉K371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3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ECTRUE烟酰胺植萃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4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54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9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9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9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7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爽嫩肤能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爽嫩肤能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净爽嫩肤能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亮肤冻干粉+亮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1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6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6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什禧稀土女神口红216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Let's Ting黎施汀米糠酵素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t's Ting黎施汀米糠酵素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t's Ting黎施汀米糠酵素发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姿雅清肌冻干粉+清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7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宝妆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宝妆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宝妆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88 广州苔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冻干球+冻干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599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HW氨基酸光采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06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妆美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1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精致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15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ZZSUER清胭金致赋源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17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泉际富勒烯保湿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际富勒烯保湿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际富勒烯保湿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2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澜姿平衡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24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牵雅海洋之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38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冠莹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40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ドリームランド　アイシャド
ウ 02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4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ドリームランド　アイシャド
ウ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4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6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之漾植物养护膜套盒-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66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7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裔月泉赋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76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7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焕颜弹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7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靓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8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欧丽本妆靓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83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所淳金盏花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95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寂静森林富勒烯赋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98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699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09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天然植物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2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雅虾青素修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25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天然植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2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D COLLECTION积雪草滋润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32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暨美龄晶莹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3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浮生若梦流金光泽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38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后 肽元素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39 广州利赢贸易有限公司
妆美烟酰胺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4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24K烟酰胺水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6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娇雅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65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YUELAIMEI樾莱美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69
广州樾莱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大米小屋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75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妆美24K烟酰胺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77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24K烟酰胺水光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8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NUAN YA暖雅草本精粹活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86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婉颜俪人芊柔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799 广州淑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颜俪人芊柔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03 广州淑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颜俪人芊柔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05 广州淑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UAN YA暖雅草本精粹活力净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09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10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爱妃迪亚aifeidiya红球藻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21
广州芊舟透然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玛丽思薇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35 广州资盈贸易有限公司
蕾诗蔓氨基酸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3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38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丽诗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0 广州佩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熙雅红球藻驻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1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熙雅红球藻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3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冻干胶原蛋白线球+多肽紧致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48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新颜冻干粉+新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53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55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欧丽幼妍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58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皙欧丽素美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61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植肤蜜水润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66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润泽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0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魅惑木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惑木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魅惑木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妮森依诺爱黄金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妮森依诺爱黄金线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7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COL GEL可卸甲油胶023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84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041 粤G妆网备字2020113886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036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31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035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32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靓颜润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3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RCOL GEL可卸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35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可卸甲油胶002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2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可卸甲油胶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3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光感焕彩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A065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5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A050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8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COL GEL美甲胶A039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49 广州蕾丹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多效丝滑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57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芙莎酵母卵壳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6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见君竹全天候面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6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华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华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华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巴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巴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巴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罪爱纯香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罪爱纯香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罪爱纯香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398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轻盈无感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20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苏狄娜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24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美蕙洋甘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2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极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30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YT L-肌肽-肌底修护专属套-多肽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3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L-肌肽-肌底修护专属套-活氧修护
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35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YT L-肌肽-肌底修护专属套-多肽修护
冻干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36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清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清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水嫩清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龙胆草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龙胆草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龙胆草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Yamn好漾氨基酸滋润沐浴露（碧野清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62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补水润透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补水润透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芬补水润透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7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7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植萃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7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aUYamn好漾氨基酸滋润沐浴露（花漾倾
心）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73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韵娇源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1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水漾新颜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098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燕窝素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09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萱肌酵母光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2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婷颈色迷人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2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澜洛施活性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3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3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水光优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4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蓝铜胜肽修护粉+蓝铜胜肽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4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多肽蛋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4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深层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70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茜山茶滋润养护洗发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77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焕亮紧致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吉蔻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2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吉蔻烟酰胺焕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3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雅素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4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阿吉蔻焕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5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全天候美肌润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88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方妍小颗粒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1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大禀赋奢宠护理套-植物精华萃取液Ⅰ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媄蝶恋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6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莹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7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莹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7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莹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197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禀赋奢宠护理套-植物精华萃取液Ⅲ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0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小分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61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EXO VAN勒凡玻色因花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68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禀赋奢宠护理套-植物精华萃取液Ⅱ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8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之悦胸部莹润套莹润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1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OPHIA TEMPTATION 绣后玫瑰花蜜精萃
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6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蓝詩汀 纤连蛋白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8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诗嘉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嘉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嘉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2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诗月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04 广州晶晨贸易有限公司
彦池水光肌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05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NUAN YA暖雅草本精粹活力净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0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阅香魅惑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2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NUAN YA暖雅草本精粹活力滋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3
广州市大泳佳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阅香深润紧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深润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醉梦颜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8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阅香二裂酵母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29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34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44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47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御影多肽美肌修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
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5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影多肽美肌修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
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5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影多肽美肌修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
护冻干粉+多肽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5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oc赐帅复古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6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孝心山羊奶精华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64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素迷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67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MKH神经酰胺深层保湿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0 广州中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尚彩Eesoncy平衡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1 广州柯密在线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蒂莎草本舒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哲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哲玻尿酸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夭记浴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夭记浴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夭记浴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妆三合一气垫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三合一气垫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三合一气垫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4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茶润金幼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6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89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活性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94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活性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95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96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KH神经酰胺抗皱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98 广州中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氨基酸保湿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4399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KH神经酰胺抗皱明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09 广州中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10 广州雅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琳木棉花洁净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28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SHENG 汉生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4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KH神经酰胺抗皱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6 广州中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MKH神经酰胺抗皱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39 广州中美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轩琳维E洁净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41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水蜜桃海盐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69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谜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谜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谜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谜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修颜净透隔离霜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89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瑞克Dirceu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91 广州京都科技有限公司
PIAC修颜净透隔离霜2#薄荷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449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琳娜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05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阑丝菈夫老藏人头皮修护洗发液（铂金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08
广州巴科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精致眼线液笔（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1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阑丝菈夫老藏人头皮修护洗发液（至尊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16
广州巴科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A立体紧嫩冻干粉组合-VHA立体紧嫩
冻干粉+VHA立体紧嫩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立体紧嫩冻干粉组合-VHA立体紧嫩
冻干粉+VHA立体紧嫩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立体紧嫩冻干粉组合-VHA立体紧嫩
冻干粉+VHA立体紧嫩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OPHIA TEMPTATION 绣后新肌焕颜保湿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0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精致眼线液笔（红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2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DAY FOR NIGHT精致眼线液笔（粉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6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玖美堂皇家花蜂毒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皇家花蜂毒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皇家花蜂毒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草丽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草丽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草丽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吉蔻富勒烯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44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小七氨基酸补水保湿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53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CSFT即媞安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54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海洋水晶隔离防护喷雾（海洋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5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IDOK虾青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59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裳上美丽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60 广州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权富贵所念星河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6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肌初赋活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77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OLADIFFE诺丽果水润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81
广州全民大健康医疗科技院
（普通合伙）

爱妃迪亚aifeidiya红球藻丝绒臻致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82
广州芊舟透然品牌运营管理
有限公司

茜色芙番红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86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肌密匙活性多肽Ⅰ型修护冻干粉小盒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14595 广州大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杰尔全脸复颜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22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2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拯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26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拯颜熊果苷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28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3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椿哲舒缓控油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34
广州市自然医美化妆品有限
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44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品舍逆龄紧致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4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淅密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5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逆龄紧致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5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逆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57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達人肌蛋霜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75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肌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7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浮生若梦控油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4687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多效修护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4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忆丝净爽亲肤香氛沐浴露（祖玛苍兰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18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补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深层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熊猫王后花之容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2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焕活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3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M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净颜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8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忆丝嫩肤丝滑香氛沐浴露（亲我斩男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49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焕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51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忆丝嫩肤丝滑香氛沐浴露（甜心COCO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52 广州东渼贸易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凝时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56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LYCARL贝蕾卡尔凝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67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LYCARL贝蕾卡尔润颜丝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73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LYCARL贝蕾卡尔柔润舒缓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76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LYCARL贝蕾卡尔水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79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MME深海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85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LYCARL贝蕾卡尔滢润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86
广州贝蕾卡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MME深海鱼子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89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娇塑一紧致精华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9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肥圆圆烟酰胺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98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炫诗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799
广州丽炫诗养发用品有限公
司

洁美润香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香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香薰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0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春纷熊果素莹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素肌樱花润亮涂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7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MME深海鱼子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09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MME深海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10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MME深海鱼子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14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龄康钧能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16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MME深海鱼子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19 广州康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享燕窝多肽皙润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享燕窝多肽皙润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享燕窝多肽皙润弹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富勒烯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63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斯妮露 焕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7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丝雅冰爽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876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汝馨雅颜活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4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活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4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活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42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蔓菲婷肩颈舒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汝馨雅颜深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深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深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5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仙姿润净排能量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滋润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滋润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滋润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5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REPAST小汽泡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60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HAUT KERN芯肤芯水漾优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61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Chic Lynn氨基酸顺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74
广州宝斐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凝舒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499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颜真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0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LAIMEI樾莱美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04
广州樾莱美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 焕颜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1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婷滋养紧致细滑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1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蔓菲婷颈致修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2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晴艾汐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6 广州呈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5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29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蔓菲婷润盈抚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3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6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3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艾妮莎生姜控油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34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7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3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色轻奢丝绒唇釉7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3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芊蕴尔玻尿酸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0 广州迪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菲婷水润嫩滑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随心粉底液808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之晨珍珠亮肤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晨珍珠亮肤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之晨珍珠亮肤隔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随心粉底液807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瓷美人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酒粕雪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尚品炫派小刚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54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多肽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5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BYBY星光红毯水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60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oli海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92 广州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蓝铜肽冻干粉亮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TGIRLS 蜜格丝净化管理纯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3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净化管理纯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3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 蜜格丝光透管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3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舒缓管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3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滑溜溜果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84 广州臻选供应链有限公司
兰植雅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88 广州绿健医药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颜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9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柏安沁悦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92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永青春生姜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95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SHENG 汉生焕颜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196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32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卡丹妍深透焕颜原液+卡丹妍修护焕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39
广州汇嘉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花田美芙 胶原蛋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42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us Koco韩普水漾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47 广州韩普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三合一卸妆洁面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1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沁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沁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沁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冰沙雪柔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草集大溪地藻水嘭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草集大溪地藻水嘭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草集大溪地藻水嘭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钻石闪耀气垫CC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DYL多肽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62
广东希玛肌因生命医学研究
有限公司

希玛肌因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63
广东希玛肌因生命医学研究
有限公司

施婷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琳娜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0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TO晶钻眼影笔（ICE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ICE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ICE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XIN伊芯反转巴黎香水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反转巴黎香水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反转巴黎香水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派太阳花修护滋养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派太阳花修护滋养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派太阳花修护滋养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7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8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SK嗨龄小姐姐海蓝零时小铁盒海蓝比
纹紧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285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DiTO晶钻眼影笔（JUNG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JUNG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JUNG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RYSTAL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RYSTAL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RYSTAL 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6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METEOR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METEOR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METEOR 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GILD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GILD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GILD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0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OCOA）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OCOA）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OCOA）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HAMPAG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HAMPAG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CHAMPAG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1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STONE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STONE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STONE BROWN）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3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曖美人水感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18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亮肤冻干粉+蓝铜肽亮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26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晰妍本草光感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31
广州悦美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影随心九色眼影809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3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芯生力肽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3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影随心九色眼影810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41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砾草本修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44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抗皱冻干粉+蓝铜肽抗皱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47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慧中秀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61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LEXO VAN勒凡玻色因花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76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古精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古精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古精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8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喵小妖胶原蛋白黄金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88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ENG YI谷胱甘肽密集皮润膜I组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派生姜强韧修护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派生姜强韧修护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派生姜强韧修护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柑橘澄净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柑橘澄净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yteye柑橘澄净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Coiuln Kivln水光冰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5399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速美莱赋活润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75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约美吧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2 广州传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汲底草本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3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汲底草本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光影倍护隔离霜 01柔光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6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速美莱赋活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7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木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88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北溟草本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91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液（中）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9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光影倍护隔离霜 02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15594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狮玉晶钻视黄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晶钻视黄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晶钻视黄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红花萃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3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慕菲斯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5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蒂慕菲斯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5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液（上）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7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我有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我有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我有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奢金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奢金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奢金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木华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正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正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正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尔琳邂逅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4
广州简胜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暮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暮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暮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北溟草本菁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18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颜堂燕窝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0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半夏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半夏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半夏烟火）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油(上)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尔肽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25 广州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舞千丝香韵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642 广州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柔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低欲情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低欲情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低欲情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油（中）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6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救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救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救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罪与罚）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罪与罚）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罪与罚）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油（下）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0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鱼子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舞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舞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舞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红花萃调理油（0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3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窃取爱意）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窃取爱意）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窃取爱意）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格优品清滢滋润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5
广州爱格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丽宴康通净化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7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微醺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微醺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微醺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绯闻女孩）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绯闻女孩）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绯闻女孩）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纸醉金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纸醉金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纸醉金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丽宴茴香姿韵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兹颜本草多肽雪肤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禁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禁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禁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5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妒嫉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妒嫉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妒嫉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厌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厌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厌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丽宴茴香姿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65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与飘玻尿酸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71 广州温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兹颜本草多肽雪肤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7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兹颜本草多肽蛋白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8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8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8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颜堂燕窝玻尿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89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美净透茶树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格美二裂酵母水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5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朶霓雅 焕颜亮肤粉+焕颜亮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798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丽宴康通益肤舒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0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恒升纤连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0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恒升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0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宴康通滋养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0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丽宴美韵康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1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佐黛雅极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15 广州佐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和舒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2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扶正舒畅油 腿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2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植萃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2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多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雪儿玻尿酸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1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osmu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胡萝卜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扶正舒畅油 头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速美莱赋活润散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7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扶正舒畅油 背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基础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3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左旋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4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速美莱赋活润散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45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6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6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姿魅修护粉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67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蔓菲婷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7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透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7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雪儿多效护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76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焕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7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ILUIM'悦伊慕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78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焕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8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84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角鲨烷抗初老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5889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醒鱼子酱水光珍奢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06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滋妃水润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08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菲婷睛彩焕亮抗皱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2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缤美 彩虹三色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29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提拉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提拉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提拉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瑞莎水嫩修颜隔离霜 01柔光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3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蔓菲婷赋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8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蒙瑞莎水嫩修颜隔离霜 02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90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VO&SO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94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星钻水光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5996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梦儿复活草亮采修护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02 广州开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美媛植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16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SHU思束臻护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3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3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宝诺狼少年复古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40 广州盛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4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伊琪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50
广州美容院那些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JOVISSE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玑雪洋甘菊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7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7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草香林盈润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8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梦淑秀雅亮洁皙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8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09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美态臻纯皙颜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0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中秀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11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美又柔薰衣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20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又柔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21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又柔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22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幽澜世嘉清润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2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烟酰胺沐浴慕斯鲜蓝风
铃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32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禾清颜悦肤彭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36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遇见香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39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蘿马*香辽罗马香氛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45 广州伊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冰川泥净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冰川泥净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冰川泥净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 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5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 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5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 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5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OCKO圣兰戈寡肽净透修护冻干粉组合-
寡肽净润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6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寡肽净透修护冻干粉组合-
寡肽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67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补水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补水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补水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OHS虾青素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77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莘肌柏魅杏仁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79 广州卡米拉贸易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亮颜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亮颜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亮颜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修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修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朵拉芦荟修护锁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0 pop-up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0 pop-up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0 pop-up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REAM CONTOUR 
#C01 SHAP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REAM CONTOUR 
#C01 SHAP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REAM CONTOUR 
#C01 SHAP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1 shinlik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1 shinlik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1 shinlik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2 behind the sce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2 behind the sce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02 behind the scen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全天候美肌润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8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19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内雕E生调理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02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内雕E生沁润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03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棠金闺逆龄美荟焕颜组合-多肽冻龄
丝+丝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11 广州祥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世尊品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32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DiTO晶钻眼影笔（MALACHITE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3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MALACHITE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3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MALACHITE  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39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ORCHID）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4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ORCHID）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4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晶钻眼影笔（ORCHID）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40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之本草温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42 广州百利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FC樱花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46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MISSEAL慕之养舒润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51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珂曼欧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7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颜俪人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78 广州淑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毛孔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8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顿 白桦树汁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296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祚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11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月澄水光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17
广州申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瑟二裂酵母益生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益生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益生菌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平肌调理套纤
连蛋白冻干粉+平肌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23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XUAN碧萱秀发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26 广州颜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贝露鱼子酱时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31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PHIA TEMPTATION  绣后明眸肌活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34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YUILUIM'悦伊慕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45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肌因修护冻干粉+肌因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51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茹释清新奢润白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清新奢润白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清新奢润白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花佰惠红石榴活养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60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然焕彩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梳然焕彩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梳然焕彩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6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花佰惠红石榴活养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65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红石榴活养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茹释甜睡奢润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甜睡奢润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甜睡奢润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花佰惠红石榴活养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5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贵妇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红石榴活养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7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水晶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8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水晶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8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水晶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8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金黄补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金黄补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金黄补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0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卿水漾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水漾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卿水漾珍萃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采瞳年靓眼免洗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396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美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0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0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04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太極古芳氨基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08
广州芳本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靓颜润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醒鱼子酱水光珍奢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5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然芳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7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7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7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轩堂摩洛哥护发胶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19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塔丽斐黄金肌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6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HS虾青素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7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丹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丹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丹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美媛植萃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29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ILUIM'悦伊慕小麦蛋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32 广州华媞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妍熙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34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丹佳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丹佳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丹佳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5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熙贞黑灵芝逆龄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54 广州领陶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朗晳肌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1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世金生清新净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5 广州轩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迪人参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8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影丝柔蚕丝蛋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影丝柔蚕丝蛋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影丝柔蚕丝蛋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aNae黛曼尼氨基酸素颜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DaMaNae黛曼尼氨基酸素颜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DaMaNae黛曼尼氨基酸素颜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第八脸谱富勒烯蛋白灯泡肌水雾拉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78 广州及第贸易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 烟酰胺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8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清肌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89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DBD水蜜桃轻盈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6491 广州卓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帝美臻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05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昕予玻尿酸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08
广州花昕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翔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12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f植物精华洁净亲肤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16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馨缔美富勒烯逆龄冻干粉组合-富勒烯
逆龄冻干粉+富勒烯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芳娜RUFANGNA鞣花酸睡眠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3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纳百馨焕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4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生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广纳百馨嫩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28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旋1号KAIXUANYIHAO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30
广州市凯旋一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广纳百馨嫩滑亮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38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纳百馨肩颈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1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蔻臻盈丰润胶原焕颜礼盒—臻盈丰
润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2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内雕E生紧致冻干粉Ⅱ+紧致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4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清新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新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新美肌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卡诗奇 水光肌微分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卡诗奇 水光肌微分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卡诗奇 水光肌微分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4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菲妮密罗木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52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菲妮大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54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内雕E生弹力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55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薇蔻臻盈丰润胶原焕颜礼盒—臻盈丰
润胶原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57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内雕E生修护冻干粉Ⅱ+修护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59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迪鱼子精华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62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欧薇蔻臻盈丰润胶原焕颜礼盒—臻盈丰
润焕颜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0
广州肌研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法菲妮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1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荟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菲妮紧致亮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77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菲妮丝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0 广州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CANBE PINK MOJITO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4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UCANBE LIGHT CHOCOLAT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7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姿然芳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ANBE FRUIT PUNCH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89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UCANBE MY HONEY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0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柔滑丝质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柔滑丝质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柔滑丝质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内雕E生薇薇水漾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3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玻尿酸果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5 广州臻选供应链有限公司
甄尔密罗木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597 广州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0PRO丝滑水润无痕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0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ONTOUR #CC01 
FEATUR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ONTOUR #CC01 
FEATUR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CONTOUR #CC01 
FEATURE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UCANBE COLA B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07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FC竹炭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19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PODA烟酰胺香氛沐浴露+PODA烟酰胺柔
肤精华液+PODA香氛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35 广州芊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焕颜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44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丝淳蜂蜜滋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66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0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控油清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0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控油清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0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0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YILSNOW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0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愈创木安舒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10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才金国际平衡油脂蓬松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1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Marie Darbois 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1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文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4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菁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菁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菁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施仙肌沁颜润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70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美媛植萃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71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帝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76 广州雅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莉斯汀薰衣草牛奶雪肌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79
广州市白云区丽姿日用化妆
品厂

水之初水感美肌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80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白菊花舒缓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81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之初迷之梦境魅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85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美媛玻尿酸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894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美润柔顺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0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柔顺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0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洁美润柔顺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05 广州市白云区晶健化妆品厂
臻芸堂草本精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芸堂草本精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芸堂草本精萃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溢胜酷弦塑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1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博溢胜酷弦泡沫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5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睛采瞳年靓眼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17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曼姿奢华至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3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姿派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45
广州优姿派养发用品有限公
司

梦芊美熊果素莹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4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绿茶精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4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宝ZBAO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52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沁极滋润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53 广州芮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之本草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55 广州百利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内雕E生修护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58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焕颜修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66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颜Ruiyan依克多因肌底微精华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86
广州市芮颜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FLBEDO泛美堂紧致柔肤抗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698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积雪草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积雪草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积雪草嫩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虾青素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虾青素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虾青素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5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7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7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27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LRCH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0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蔻源富勒烯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2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WD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富勒烯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8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LOVELY爱宠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39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奢香水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6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清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清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施佳人清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盈润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盈润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盈润保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尔肽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2 广州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奔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奔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奔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精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の语臻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6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の语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87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の语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1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の语玫瑰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4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の语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7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芸堂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芸堂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芸堂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09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の语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14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虾青素双效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1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の语清透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18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LRCH雅韵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19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の语茉莉花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20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龄之肤焕采精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2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の语水活倍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34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黑海盐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37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柏镁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科柏镁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科柏镁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4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黎芙莎富勒烯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4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积雪草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积雪草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积雪草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经堂清基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7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极达活性肽补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88
广州市科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莱美水润清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93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水光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198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晶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1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玛香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多效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4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玛润肤滋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0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卓研匀透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11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沁润赋活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13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酵主悦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15 广州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姿魅滋养柔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24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WD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RCH净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41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美堂烟酰胺视黄醇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烟酰胺视黄醇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烟酰胺视黄醇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蔓柔 玻尿酸肌活补水套-玻尿酸肌活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66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蔓柔 玻尿酸肌活补水套-玻尿酸肌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6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玉肌风韵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7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蔓柔 玻尿酸肌活补水套-玻尿酸肌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7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蔓柔 玻尿酸肌活补水套-玻尿酸肌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81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弹润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83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玲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玲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玲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2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WD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ECHADA SILKY CREAM FOUNDATION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09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姿润净排能量通孔素+清透毛孔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1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1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2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兰荙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2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兰荙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2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兰荙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2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2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教授培植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52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雅诗丹妮芍药冰肌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芍药冰肌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芍药冰肌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GELIYA VITAMIN C Pore Minimiz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LIYA VITAMIN C Pore Minimiz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ELIYA VITAMIN C Pore Minimiz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奈芙玻色因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3 广州施奈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经堂草本清基液+国经堂御养清基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草本清基液+国经堂御养清基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草本清基液+国经堂御养清基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盈庄烟酰胺香氛沐浴露(宝格丽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富勒烯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76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rangve德朗芙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385
广州涧淳健康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 3#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 3#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暖心鹿系彩妆盘色号 3#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0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芝净泡弹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22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敏芷VcVe水嫩弹力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28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四季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55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熙尔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7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FAZILI法姿莉 水感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91
广州珍波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牛小白火山泥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95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芊荟娜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荟娜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4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库拉索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库拉索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库拉索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清肌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12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茹释奢养柔顺玫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奢养柔顺玫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奢养柔顺玫瑰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花魅语男士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2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芮熙强韧御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31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IDETEJ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3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4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琳沐丽质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琳沐丽质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琳沐丽质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雪儿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52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莎海洋植粹补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5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尔肽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60 广州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珂鱼子精华舒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鱼子精华舒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鱼子精华舒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欲红颜橄榄臻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68
广州市精天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公司

安奈雅提拉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提拉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提拉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烟酰胺水光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58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岩 素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0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赋活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赋活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赋活魅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腿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腿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腿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芝净氨基酸蒸汽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15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肤水光护肌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水光护肌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水光护肌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缘 腰背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腰背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腰背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藻尚好天然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43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植萃养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45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5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6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蔻清新碌柚水漾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8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植萃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695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缇蔻柑橘果莓莹润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1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巧堂多肽修护电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修护电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悦巧堂多肽修护电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兰束多效越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18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玫瑰柔滑鲜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莓保湿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莓保湿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莓保湿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菜香嫩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菜香嫩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野菜香嫩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西柚保湿亲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西柚保湿亲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西柚保湿亲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牛油果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妃颜水润弹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46
广州市高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相对密度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4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4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4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瑷尚美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51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澜娜黑芝麻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70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娃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7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修 肩颈舒缓套-清透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72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VEGO极细自然眉笔02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75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新靓琪珍珠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8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纤连蛋白臻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85 广州彦色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丝之源角蛋白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795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蔻迷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迷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迷紧致胶原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恋妮尊容臻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4 广州鹤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NR奢恩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RNR奢恩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SRNR奢恩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迷肽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迷肽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迷肽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0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承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承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承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苹果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1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臻钻生姜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16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VEGO极细自然眉笔01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22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多效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2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3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3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芙尔蓝铜肽祛痘冻干粉+蓝铜肽祛痘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34 广州晨邦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3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UPSO钻石丝滑速干眼线液笔（升级
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3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4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4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4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5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兰熙净透焕颜水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55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望宝宝婴幼儿3合1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57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瑷尚美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58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兰熙活泉水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63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茜寇花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茜寇花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茜寇花雕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6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佰芙精油香氛沐浴露（魅力经典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1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佰芙精油香氛沐浴露（魅力经典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1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莲诗原色印象持久水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莲诗原色印象持久水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莲诗原色印象持久水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之秀玻尿酸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6 广州壹号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IFZA水漾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冬瓷焕颜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0 广州东森科技有限公司
纤丹 紧实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3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丹 紧实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3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丹 紧实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3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冬瓷焕颜靓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7 广州东森科技有限公司
婵贵人肌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XiMaries希蔓瑞富勒烯肌肽多效修护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93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猪爱婴艾草泡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96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ESEDO皇家奢宠水份胶原防护BB霜
（NO.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898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森溪毛发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06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汉颐养舒润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0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颐养亮泽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08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颐养清透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09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禄薇雅焕活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11 广州禄微雅商贸有限公司
欧佰芙小苏打香氛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12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佰芙小苏打香氛精油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12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猪爱婴金银花泡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20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小猪爱婴蒲公英泡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31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寰太三洛草本菁华液（下）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38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潇雅水润嫩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水润嫩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水润嫩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3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三女郎 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40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扶正舒畅油 颈部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4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安思微泡柔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42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爱安思多肽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45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博士奢耀清透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47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美博士奢耀清透精粹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50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安思肽美活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51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博士奢耀清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53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安思肽美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57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KENLIMI肯利玫鳄鱼油微晶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63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SO樱花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64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MAJI仕玛吉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68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澳兰熙净润平衡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74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梵希姜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9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尔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96 广州谷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梵希焕能精萃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799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靓肤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5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光感轻透遮瑕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12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ayston海藻紧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13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普康诺草本植萃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38
广东汉方本草植萃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艺妃娇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4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艺妃娇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4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艺妃娇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4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基米希婴儿草莓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1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啦啦的礼物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啦啦的礼物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啦啦的礼物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侗布酸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5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美缘虾青素修护精华液+虾青素修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65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美缘虾青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66
广州芊美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斯恋水润美肤粉底液03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78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南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8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超甜
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8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玫瑰
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9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山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11809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露丝年华塑美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塑美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丝年华塑美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0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孕可美多肽亮颜冻干粉组合-多肽亮颜
冻干粉+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09 广州聚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丝 发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12
广州市亿美优购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顺养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14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醒鱼子酱水光珍奢紧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21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瓷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26 广州东森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红石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3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胡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5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气质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5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丝之源氨基酸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58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西柚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5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血橙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6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星耀哑光口红
星耀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6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姨妈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7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丝之源多肽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181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思琳沐轻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琳沐轻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琳沐轻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复古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慕斯兰卡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斯兰卡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斯兰卡竹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0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相约美吧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10 广州传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浓哑光迷你口红
暗红宝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1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NUOXI米诺皙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13 广州元大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欧美灵时光胎盘冻干粉+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14 广州诺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魅语男士魅力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16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懒伊生草本臻萃轻盈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25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琳娜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30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赋活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8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之源营养柔顺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87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迪琳娜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289 广州迪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NETEGA婉缇伽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0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0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ONETEGA婉缇伽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0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浅色水杨酸清痘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0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Y纯肌补水晶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25
广州亚亿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霏沁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2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蓝铜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2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肌肽虾青素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37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茜多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3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积雪草清肌净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5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KOU肤蔻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6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6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水杨酸清痘平衡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7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贵人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7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肌颜玻尿酸水嫩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7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花朵泡泡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92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茹释控油润滑白茶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9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控油润滑白茶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9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茹释控油润滑白茶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39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珀姿绣绿藻焕采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00
广州鸿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珀姿绣绿藻焕采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00
广州鸿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珀姿绣绿藻焕采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00
广州鸿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颜烟酰胺晶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08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仙粹修护因子羊胎素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10
广东艾华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XO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小灯泡轻奢冻干粉组合-轻奢光感
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雪儿寡肽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4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浅色小灯泡轻奢冻干粉组合-轻奢多肽
冻干粉+轻奢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2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草本养护调理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41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睿丽雅睿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43
广州丽雅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途莹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45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澳途莹肌倍护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49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5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5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5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途莹肌炫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69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英珂胶原蛋白酵母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胶原蛋白酵母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胶原蛋白酵母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途莹肌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5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之谜富勒烯补水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雪儿六胜肽玻尿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88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雪儿光甘草定玻尿酸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92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妝印安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安肤修护冻
干粉+安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95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妝印安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安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49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冻干粉套装-佰珍堂寡
肽倍护冻干粉+佰珍堂寡肽倍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冻干粉套装-佰珍堂寡
肽倍护冻干粉+佰珍堂寡肽倍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倍护冻干粉套装-佰珍堂寡
肽倍护冻干粉+佰珍堂寡肽倍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南正道龙骨养护草本套装-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肤堂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1
广州桂肤堂生物科技有有限
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蕴舒缓润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舒缓润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舒缓润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3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玉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玉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玉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养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养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久久奇迹优悦套-韵美紧俏养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活力净化套-活力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4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美肌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味净烫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益味净烫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益味净烫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5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柔顺爽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柔顺爽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柔顺爽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6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花格美二裂酵母水光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78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菲迪克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59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1自然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1自然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立体旋转生动眉笔(B011自然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氨基酸深层净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氨基酸深层净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氨基酸深层净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梵希焕能精萃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1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草本多效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18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诗华紫草平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平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平衡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纯芳清润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2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来姿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48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IYANSHE佩研社鎏金璀璨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鎏金璀璨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鎏金璀璨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TW真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76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缤美 流光之镜水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79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活力净化套-活力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91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活力净化套-活力净化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96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红妆胸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699
广州湘宜本草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诺斯莉 补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0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水光冰晶美甲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07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画景雪肤焕颜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10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QIER富勒烯蛋白透亮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24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2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酿颜植萃海藻精华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26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亮肌原液（液体+粉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0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赞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烟酰胺光感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胶原蛋白弹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倩弹润亮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36 广州月夕花晨贸易有限公司

春娆秋收肌底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4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内雕E生娇俏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50 广州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薇仟草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62 广州雅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酿颜植萃海藻精华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83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帝 水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93 广州雅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妃LIANGFEI爽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9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妃LIANGFEI爽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9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妃LIANGFEI爽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98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梵希滋养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79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妤格舒爽养护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03
广州蔓诺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Jstlo繁花之夏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07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净娴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13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NAIER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丽丝魅酷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25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MECTRUE焕能润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32 广州尚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ANMIAO韩缪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46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BLACK 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2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可欣深海泥美肌雪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麦可欣深海泥美肌雪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麦可欣深海泥美肌雪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8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妃雪儿淘米水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08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黛儿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09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IER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莎娜玻尿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玻尿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玻尿酸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慕菲面部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IER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IER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2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玻尿酸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39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永青春生姜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47 广州茵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裂可宁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51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玛柔柔顺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5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柔顺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5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柔顺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52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溏心糖原嫩肤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70 广州捷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诗秘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89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WELRER ·韦雷尔 丰盈泡沫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09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羽媞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媞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媞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CREATE URE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URE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URE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YCREATE UREA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新靓琪   草本植萃祛痘套装  草本祛
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1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娆夏长补水亮肤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芬芝家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采瞳年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5 广州暨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魅惑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魅惑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魅惑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蔻之恋奢宠魅惑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2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草道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羽娇嫩润肤奶盖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3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羽娇嫩润肤奶盖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3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羽娇嫩润肤奶盖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3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羽莹润清雅花香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羽莹润清雅花香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羽莹润清雅花香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泳嘉多效光采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3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姿道 积雪草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56 广州香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纯芳茶多酚保湿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58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纯芳奥图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64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6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6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净爽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6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S通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1
广州生之美职业技能培训有
限公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诗润摩洛哥香水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8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诗润摩洛哥香水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8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诗润摩洛哥香水丝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8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修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9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修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9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诗迪娜男士劲能修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097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聚谷氨酸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0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岐吉奢宠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奢宠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奢宠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马尔道夫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盒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燕窝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魅力 特硬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5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6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林泳嘉多效光采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7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泳嘉多效光采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18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韩水印舒缓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20
广州欧韩水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林泳嘉多效光采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22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IDS MOOD神形百变星钻隐形高光丝
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1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DS MOOD神形百变星钻隐形高光丝
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1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DS MOOD神形百变星钻隐形高光丝
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1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妃雅 水宝贝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肌坊雪山植萃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4
广州一植一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妞妞玛姬邂逅时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邂逅时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邂逅时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3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顿 白桦树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44 广州婕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芮妍多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47 广州天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尚和祈睛采眼黄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48 广州天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积雪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50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凝肌坊雪山植萃水润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58
广州一植一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aUYamn好漾氨基酸亮彩去屑洗发露（清
爽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73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梵复活草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76
广州润柏生物科技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aUYamn好漾氨基酸水漾丝滑洗发露（滋
养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77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7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魅力 复古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81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OK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9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乳酸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95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IDOK神经酰胺改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196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肌多肽冻干粉套多肽冻干粉液+透明
质酸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03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DOK烟酰胺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04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姜艾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姜艾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姜艾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29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一枝春海藻凝润嫩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海藻凝润嫩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海藻凝润嫩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虾青素光感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虾青素光感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虾青素光感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41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羽多肽紧致提拉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羽多肽紧致提拉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羽多肽紧致提拉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Jstlo繁花之夏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1929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净
颜亮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589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金
箔美颜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593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燕
窝深润臻颜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595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燕
窝深润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0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燕
窝深润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3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蔻初时醒肤温和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32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3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3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3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尚妃 清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0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尚妃 补水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1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弹力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光感水润眼部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光感水润眼部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光感水润眼部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 基础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49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乳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50
联豪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水沐妆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多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8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凝清妍玫瑰保湿嫩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瑶雪肌玫瑰透亮水晶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尚妃 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4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白盒美肌净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美肌净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白盒美肌净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69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佩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4 广州赫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深语微精华焕颜云丝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10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深语水沁醒肤云丝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11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泳嘉多效光采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13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水漾拉丝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19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蚕丝蛋白弹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22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丝滑鱼籽精华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25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富勒烯焕颜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31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OSU丝绒雾感唇膏B03淡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37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BOOSU丝绒雾感唇膏B05杏仁无花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41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温和舒缓氨基酸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45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锁水磁石温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信花颜滋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53 广州翌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素膜前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58 广州悦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肌坊雪山植萃水润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68
广州一植一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7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7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莹润美妍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7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植萃植物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75
广州药沐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臻胶原蚕丝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8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8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9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79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芊蒂 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芊蒂 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芊蒂 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燕窝美肌水润臻享套燕
窝深润臻颜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YZI姜艾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姜艾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姜艾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泳嘉多效沁润美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29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草 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32 广州真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焕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赋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赋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赋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198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光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光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多肽光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osmu和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1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都健 魔力焕颜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27 康都健（广州）有限公司

燕萃堂滋养草本液+燕萃堂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萃堂滋养草本液+燕萃堂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燕萃堂滋养草本液+燕萃堂调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修护原液（液体+粉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水光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水光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水光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梦儿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6 广州开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印良品多肽密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3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润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芙诗婷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肌坊雪山植萃水润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5
广州一植一花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舒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缘 腹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腹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腹部舒缓韵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CSK肽能活力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89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9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9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  玻尿酸水漾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1999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王珍草凝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0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肌因生美焕颜微晶粉+肌因生美焕颜微
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0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樱莎富华宠肌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1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JUST GOLD 彩妆  JG923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2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035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29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016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0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017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116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4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157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6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197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7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X TOUCH 彩妆 MT2221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3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樱莎寡肽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4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墨藻珍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4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肽能活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61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SK肽能活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63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莎绿藻精华膜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6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肽能活力冻干粉+肽能活力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69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紫草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莎青春富氧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7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肽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78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P骆驼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骆驼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骆驼奶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莎绿藻珍粹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肽能活力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3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莎绿藻精华肌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BBP玻色因滋润焕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玻色因滋润焕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玻色因滋润焕亮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莎洋甘菊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鱼籽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胶原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胶原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胶原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8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青春焕彩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92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樱莎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9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掌门舒润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95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樱莎洋甘菊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9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鱼籽胶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09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1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綵薇堂寡肽逆时空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16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樱莎茶树控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1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铂娜自然生动细芯眉笔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1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樱莎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鲟鱼子补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K鲟鱼子补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K鲟鱼子补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2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莎青春富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3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儿童倍润滋养霜（蜂蜜营
养）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33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烟酰胺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补水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骆驼奶补水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骆驼奶补水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莎植萃精华素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黑金臻宠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48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50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樱莎绿藻精华水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5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黑金臻宠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5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黑金臻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5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素颜美肌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0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水光素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3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海洋富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云纱控油花瓣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云纱控油花瓣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云纱控油花瓣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6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柔润净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7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柔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7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贝诗佳金纯抚纹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7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柔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7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柔润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KOUFANSHI蔻凡诗富勒烯精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1 广州同舟贸易有限公司
樱莎绿藻优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3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富勒烯柔嫩焕颜组合套装-富
勒烯补水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美肌颜烟酰胺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87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莎墨藻珍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9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肤使者祛痘复颜修护套-祛痘复颜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94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祛痘复颜修护套-祛痘复颜修
护溶媒液+祛痘复颜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195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塑醒鱼子酱水光珍奢紧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0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肤使者芯颜柔嫩亮肤套-柔亮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2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姜嬷嬷生姜护理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生姜护理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生姜护理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生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生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生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兰芝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修护
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25 广州市禾兰芝贸易有限公司

KSKA海蓝肌活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海蓝肌活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海蓝肌活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丽时光烟酰胺夜间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女丽时光烟酰胺夜间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女丽时光烟酰胺夜间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玉姬优品清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女丽时光玻尿酸寡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女丽时光玻尿酸寡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女丽时光玻尿酸寡肽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7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笛乐妃虾青素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28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笍倪润肤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3
广州市艾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妤泉肽润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肽润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肽润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4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祛痘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3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净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VANCILIN元气少女九色眼影 01#元气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元气少女九色眼影 01#元气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元气少女九色眼影 01#元气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1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方悦和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方悦和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方悦和液肽金丝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草莓味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草莓味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赋泡沫花朵洗手液（草莓味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XO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晓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晓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晓泡沫花朵洗手液（奇异果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C哥青榄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1 广州仙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樱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2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樱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2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蜜儿焕颜樱花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2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沃水解角蛋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3
泊沃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唯尚美明眸焕采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57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之冉寡肽修护靓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靓肤冻干粉+寡肽修护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寡肽修护靓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靓肤冻干粉+寡肽修护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之冉寡肽修护靓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靓肤冻干粉+寡肽修护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7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 FROM 玻尿酸纯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394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欧丽玫瑰花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08
丽源(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ST GOLD 彩妆 JG921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11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JUST GOLD 彩妆 JG956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1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ESEENVAN伊思梵固体香膏（高雅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13
广州伊思梵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ESEENVAN伊思梵固体香膏（木槿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1
广州伊思梵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VANCILIN文艺少女九色眼影 03#文艺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2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文艺少女九色眼影 03#文艺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2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文艺少女九色眼影 03#文艺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2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迪流光星闪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6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兰桂娇 净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27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lyyou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32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yyou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32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yyou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32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华堂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菩华堂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菩华堂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4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RS . JD原肌优化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4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50
广州壹玖创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敷尔玻色因冻干粉冰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59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0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TGS明眸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TGS明眸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TGS明眸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迷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6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汉王珍草玻尿酸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72
广州诺妍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叶子之都六胜肽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491
广东省叶子之缘贸易有限公
司

GXO焕颜轻盈四宫格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焕颜轻盈四宫格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XO焕颜轻盈四宫格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说和润柔雾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2 广州和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主任桂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3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灵芝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4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郭主任栀子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15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ESEENVAN伊思梵小蜜瓶1号香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3
广州伊思梵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PAIRI SULA胎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IRI SULA胎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IRI SULA胎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ILIN清新少女九色眼影 02#清新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清新少女九色眼影 02#清新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ILIN清新少女九色眼影 02#清新少
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29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醒鱼子酱水光珍奢紧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54 广州旭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纯芳3D梦幻亮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55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PHIA TEMPTATION 绣后多肽紧致提拉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65 广州国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肤美桐VC亮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70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FC小黑泥男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72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春娆蓝铜肽抗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8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妍春美皙燕窝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592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妍春多肽银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04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康伊美水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水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水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蒂曼清肌寡肽冻干粉+清肌寡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21
广州市汉方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3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3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奢耀清透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5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OWTOPIA橄榄精粹深层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57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肌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6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二裂酵母抗衰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69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海藻晶透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海藻晶透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海藻晶透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水能量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水能量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水能量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莲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6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00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媚莲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酿颜植萃海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15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酿颜植萃海藻精华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17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35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保湿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49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素迷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MedicRoller 水光透亮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 水光透亮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 水光透亮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烟酰胺水感净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6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神经酰胺修护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72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妆净娴多肽分子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79
广州康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柿蜜草本藏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3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宝ZBAO美肌靓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4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伊裔舒导畅尤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5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肌琳莎神经酰胺酵母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神经酰胺酵母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神经酰胺酵母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松露肌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0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玻色因牡丹奢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0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丝滑紧致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0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资堂汉方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2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拯颜熊果苷泛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32
广州科拯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逆时光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74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鲜肌水谜小分子玻尿酸营养日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85 广州园禾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星云鎏沙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星云鎏沙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彦秀星云鎏沙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089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兰熙焕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01 广州梦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黄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0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2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2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20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泳嘉净颜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31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DQ牛奶弹嫩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牛奶弹嫩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牛奶弹嫩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雯香水丝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37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妆宝ZBAO美肌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46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妆宝ZBAO美肌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60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阳光舒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阳光舒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阳光舒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6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氨基酸营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7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SITO艾草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84 广州瑾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魅语男士魅力香氛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92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魅语男士香氛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93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芬妮补水保湿蜂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9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弹润修护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099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小灯泡焕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0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植润滋养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02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05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膜法玻尿酸即时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08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肌肽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23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草本精华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草本精华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草本精华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才金国际臻致精华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5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伊帝蔓莎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5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紫灵赋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紫灵赋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紫灵赋活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6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美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6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美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6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美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6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保湿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6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原VC出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7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原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7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MENGNI净透油脂椰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MENGNI净透油脂椰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MENGNI净透油脂椰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水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多肽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8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水氧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9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蚕丝胶原蛋白冻干粉+蚕丝胶
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9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靓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9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9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09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10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焕颜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10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氨基酸高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6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丝香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63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莎富勒烯原液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67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EHUANG 皮傲宁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68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冻龄紧致提亮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冻龄紧致提亮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冻龄紧致提亮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黑金臻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5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女士专属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女士专属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女士专属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对点青牛胆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9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对点青牛胆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9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对点青牛胆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29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康修 肩颈养护精油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15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樱莎积雪草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2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 茗希芝晨曦初露十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2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晨曦初露十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2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晨曦初露十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2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查西态蚕丝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4
广州欧嘉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雅皙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逆时光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47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玛皂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5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xiaofei乐小菲复古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5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贝诗佳舒柔爽肤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5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蓝铜肽冻干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6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NSK嗨龄小姐姐海蓝零时小铁盒紧致肌
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82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8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迪无惧幻想水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4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芦荟液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芦荟液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芦荟液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鸿香氛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香氛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启鸿香氛柔顺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1399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莉源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01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二裂酵母赋活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20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模魅惑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24
广州芈黛佳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丽丝之爱唇膏柠檬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28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蒙丽丝之爱唇膏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30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彩蓓蒽烈艳蓝金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31 广州市美专商贸有限公司
莲美天使媚采倍润黄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43 广州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富勒烯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45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美天使媚采倍润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58 广州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缘 腹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腹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缘 腹部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润泽修护眼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润泽修护眼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润泽修护眼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靓眼滋养液
（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草本泡泡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7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莲美天使宛如初心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2 广州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舒缓优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舒缓优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婷姬眼部精护管理套装舒缓优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秀恋肌肽能量水精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90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熙雅致臻悦美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49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俪汇 塑颜紧致提拉颈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26 广州航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媞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媞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媞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丝滑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sDioff 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 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 烟酰胺安瓶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雅皙寡肽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寡肽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寡肽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6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午沐阳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69 广州浩璞科技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原肌优化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高香氛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凡高香氛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5
广州市梵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神经酰胺舒缓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黛儿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7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草道草本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TVII烟酰胺水光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59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胎盘素冻干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0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润 蛋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29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bauz牡丹帛妆立体持妆粉底液 #03嫩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33 广州市韩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DininZi鼎姿骨胶原烟酰胺修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55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山羊奶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山羊奶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山羊奶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亮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亮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亮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rb Lil安密洁女性专用护理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77
保乐芙（广州）母婴用品有
限公司

本色丽人 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8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霸六胜肽水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85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生力酵母面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8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壹号靓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69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丽说奢宠金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01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多肽蛋白提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14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2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to多肽紧致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26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TOB 臻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34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润 香氛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37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丝绒口红蔷薇
玫丽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4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魔恋时尚凝透无暇颜值气垫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4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凝透无暇颜值气垫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4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凝透无暇颜值气垫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4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小金管惊鸿密扇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48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烯富勒烯胶原珍珠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54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逗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逗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56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富勒烯冻干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7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妤通 草本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妤通 草本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妤通 草本养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润  香氛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8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所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烯富勒烯胶原精萃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787 广州慕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n&Cool恒爽速干抗晕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26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澳途 水氧活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2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翼颜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酵素精粹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青春富氧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6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祖丽雅焕颜新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38
广州祖丽雅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景红达氨基酸奢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4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氨基酸奢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4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氨基酸奢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4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祛痘亮肤修护套-祛痘亮肤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4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蜜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47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懒伊生草本臻萃强韧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54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6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宝皙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凝时焕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72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CIR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77 广州澳星美妆有限公司

添姿玻尿酸清透亮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88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克拉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11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舒润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1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安养之道草本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18
广州草本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一樱花抗氧元素凝胶+樱花抗氧元素
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樱花抗氧元素凝胶+樱花抗氧元素
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淑一樱花抗氧元素凝胶+樱花抗氧元素
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乳木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野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野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植萃香氛野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蚕丝蛋白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3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子皇水润保湿冰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3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温润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40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敏束多肽冻干粉修护组合-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41
广州花丝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45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兹美法国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5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蓝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5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5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5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辬缘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5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逆时光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66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花盈灵动炫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68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兹美玫瑰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73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 八胜肽羊胎素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8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暮雨瑜伽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8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暮雨瑜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8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暮雨瑜伽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8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ninZi鼎姿金纯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92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RS . JD原肌优化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9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暮雨瑜伽胶原霜+暮雨瑜伽原液
水+暮雨瑜伽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199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LYWISH贝伶瑞丝水蜜桃牛奶亮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0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LYWISH贝伶瑞丝水蜜桃牛奶亮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0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LYWISH贝伶瑞丝水蜜桃牛奶亮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0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原肌优化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91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芭拉 唯妙唯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9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唯妙唯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9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唯妙唯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09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宴茴香姿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102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野海茴香焕颜修护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海茴香焕颜修护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海茴香焕颜修护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15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玛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19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SK嗨龄小姐姐海蓝零时小铁盒海蓝零
时紧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04 广州楠圣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密密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13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黎芙莎山羊乳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2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桑仓神经酰胺保湿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45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ncorub葡萄柚润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4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透明质酸钠补水滋养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70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DOLIYA莹多莉亚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96
广州莹天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二裂酵母精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29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乳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02
联豪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所赋活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0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花芯语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5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词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词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词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词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26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1
国色天香 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4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1
国色天香 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4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1
国色天香 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4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2
相思红豆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2
相思红豆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2
相思红豆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芭拉 酷密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酷密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酷密电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4
红叶丹枫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4
红叶丹枫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4
红叶丹枫 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妤格舒爽细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59
广州蔓诺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密密腰腹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60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芊妤格舒爽焕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61
广州蔓诺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绥星珊姿箐纯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绥星珊姿箐纯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绥星珊姿箐纯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氨基酸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79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QIER富勒烯蛋白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393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公子皇清爽补水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0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二裂酵母抗衰焕颜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09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慕姿悦颜光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4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栀子花菁萃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5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玟烟酰胺水光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9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玟烟酰胺水光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9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玟烟酰胺水光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49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美雅ANMAYA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4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冰川水润紧致固态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4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宝宝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4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宝宝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4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宝宝户外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254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萃曼玉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07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美莎草本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10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SeronoOrganon美颜透肌维C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11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寡肽淡印亮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12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10桃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1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8斩男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16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6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21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1女王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22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2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25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ZKIN LABORATORY Z Ultrasound & 
Las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3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Ultrasound & 
Las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3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Ultrasound & 
Las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3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KIN LABORATORY Z Ultrasound & 
Las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3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嘉哚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55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伊丽缘 燕窝滋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0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02橘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1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天鹅颈嫩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天鹅颈嫩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天鹅颈嫩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01女王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07烂番
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77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08斩男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0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10桃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2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3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lyyou生姜滋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yyou生姜滋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yyou生姜滋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4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臻致奢华口红#GGK-03奶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86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净颜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1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焦点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焦点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焦点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兰歌美若帝丝干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799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芭拉 栩栩如生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栩栩如生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栩栩如生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修护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修护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修护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挺金痘肌毛孔收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痘肌毛孔收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痘肌毛孔收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舒挺金深层祛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西施仙肌清肌水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15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5自然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23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4巴黎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25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清凉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28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9玫瑰
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29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3奶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31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口红#GGK-07烂番
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32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黛儿熊果苷臻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33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匙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37 广州丹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灸堂富华养护套 富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43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秘方植物草本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52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仁堂草本精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7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草本沐浴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7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葶铂美修护溶媒+康葶铂美修护精华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82
广州爱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享莱发丝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9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发丝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9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发丝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89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利花滋赋活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08 广州凯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花滋赋活滋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14 广州凯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1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1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1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花滋赋活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20 广州凯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花滋赋活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22 广州凯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依漾莹润透靓滋养套-烟酰胺透靓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33 广州伊人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依漾莹润透靓滋养套-烟酰胺透靓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36 广州伊人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扮梦宣颜维E浓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4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颜依漾莹润透靓滋养套-莹润透润醒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58 广州伊人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丝秘方首乌草本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67
广州源丝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晞海盐净颜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77
广州悦享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橘可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78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如玉头发柔润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8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牛奶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92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Fallen leaves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96
广州优诗素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复活草复颜修护套-复活草复
颜修护溶媒液+复活草复颜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2997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净肤使者复活草复颜修护套-复活草复
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01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皱婷多肽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05
广州市欧佧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名丝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14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1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1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1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萃曼玉肤舒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30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IRHETO 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32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妍多肽蛋白净颜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33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之谜 祖马龙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38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浪漫之谜 薰衣草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39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米诺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米诺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米诺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牵雅水光无瑕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1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水酿水漾肌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西名丝柔顺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6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优兹美芬香洗发露（魅力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47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兹美芬香洗发露（浪漫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5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植萃净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兹美芬香洗发露（蜜意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58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薰衣草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64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妍深透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69
广州汇嘉源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优兹美芬香沐浴露（魅力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8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兹美芬香沐浴露（浪漫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23093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小美洁面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18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安茜娅焕肤净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21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承阁艾家养护草本套-艾家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23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安茜娅焕肤净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24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肌水光玻尿酸套水光玻尿酸微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27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俪贝思水源原液（液体+粉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3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4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半卸植萃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44
广州华妆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安茜娅焕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45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热发纳茶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热发纳茶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热发纳茶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2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珀莎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珀莎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珀莎蜂蜜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祛痘原液（液体+粉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58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水漾嘭嘭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水漾嘭嘭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水漾嘭嘭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奶油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奶油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奶油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美荟多效修护精华套装（多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5
广州蜜美国际形象设计有限
公司

金色陀罗Jstlo繁花之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68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补颐元调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调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调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塑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7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8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ENLYZ水解海绵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水解海绵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水解海绵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1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皙 清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1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曼玉肤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20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茜色芙亮肤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22 广州雅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之源丰盈弹卷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27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怜我怜卿氨基酸靓彩修护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40 广州怜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迪玫瑰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53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祉名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57 广州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赋活多肽修护冻干粉+能量焕活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58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到A 香氛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玛柔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6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7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7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7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韩翳虾青素臻颜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8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美时光焕颜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86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DUCE1690蒲露迪思1690幼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29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LMANYUK嬷嬷宝多效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04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美时光肌源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07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胭熙蔻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0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0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0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纤美时光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12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1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际樱花植萃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19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雾面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雾面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缘芳草雾面哑光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2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妈媚丽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25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龄诺颜玫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5 广州赢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泉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3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E到A 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5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清凉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清凉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清凉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2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补水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补水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到A 香氛补水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66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蜜蔻HUAMIKOU富勒烯冻干粉修护套盒
-凝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70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DIFEI·NIYA舒柔安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7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ve 维A醇抗皱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8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蜜蔻HUAMIKOU富勒烯冻干粉修护套盒
-富勒烯修护冻干粉+嫩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8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富勒烯弹润冻干粉套盒
-富勒烯弹润冻干粉+焕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89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富勒烯弹润冻干粉套盒
-嫩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0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万般微颜植萃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NNUEDWE炫色迷你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炫色迷你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炫色迷你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诗文臻致奢华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7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迷 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 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素迷 水光靓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39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QIVNYA牵雅水光盈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02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MAGICAL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03
广州罗赫莱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婉澜蓓萂木乃伊立体焕肌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13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妍春冰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18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美时光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20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藤薇阁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五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薇净润光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55 广州盈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薄荷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65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妍姿芮绿豆润美营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67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藤薇阁 赋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LMANYUK嬷嬷宝草本植物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92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WIN夏诗文极光流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3497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焕亮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07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诗丹妮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修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1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酿颜植萃海藻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22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波万去屑止痒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23 广州穗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氨基酸奶泡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3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YANTING詩顔婷氨基酸清爽控油慕斯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43 广州索兰仕商贸有限公司



金皙 炫彩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4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懒伊生草本臻萃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47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MANYUK嬷嬷宝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0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庄女孩莹润亮彩口红02粉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莹润亮彩口红02粉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莹润亮彩口红02粉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肽链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3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SHIYANTING詩顔婷氨基酸滋养柔顺慕斯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56 广州索兰仕商贸有限公司

伊雪琪轻肤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9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尚妃 素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97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得喜富勒烯弹润亮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9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四谛堂  香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599
广州集修堂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兰赞多肽修复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0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多肽修复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0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多肽修复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0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美时光清新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11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樱花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樱花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樱花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多肽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18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瑟的秘密多肽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20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瑟的秘密多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21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の语持妆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30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耘美叶绿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34 广州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耘美樱花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35 广州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享莱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4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尔佳源泉甘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53
广州市雅思莱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6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73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巴蒂米澜 富勒烯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蒂米澜 富勒烯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蒂米澜 富勒烯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7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面部按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75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晶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8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才金国际头皮调理去屑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8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日本LUERLING 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抹茶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8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南波万小净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694 广州穗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牧原堂植萃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01 广州穗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唯诗 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03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苗康伊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伊美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1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曼玉肤舒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21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兹美 男士去屑多效洗发露（多效水
润养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24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姿芮绿豆润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25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优兹美 女士去屑洗发露（多效水润滋
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28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备长炭瓷肌优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5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莱美青春醒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59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莎鱼籽胶原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62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思淇发之音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63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尔佳源泉甘草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66
广州市雅思莱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修思淇发之音轻盈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68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清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7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美娅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78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清肌控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7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8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诗缘 蛋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96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LSNOW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79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00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碧妤泉肽润智慧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肽润智慧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肽润智慧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2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sari丝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30
广州仙莎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功夫肩颈 红花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3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贝诗烟酰胺智妍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3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 多效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魅力 清爽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7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 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 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sDioff 富勒烯钛金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EENVAN伊思梵小蜜瓶2号香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881
广州伊思梵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凝时原液（液体+粉剂）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0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莹肌亮肤植萃活氧CC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0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VC基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基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基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蜜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蜜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VC蜜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T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39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芭拉 水光滤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1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水光滤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1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水光滤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1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微莱深泉爆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18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咔慕诗滋润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23 广州优捷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空气丝绒哑光唇釉（3#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空气丝绒哑光唇釉（3#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妍芬空气丝绒哑光唇釉（3#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2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绅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38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若翔聚源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3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高定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47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水杨酸清痘平衡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5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经堂清基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娅氨基酸强韧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70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蓝铜肽精华冻干粉+蓝铜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8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祛痘净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19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木子多肽冻干粉+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焕颜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焕颜净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纪美肤羊胎素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6 广州蜂寻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集润妍洁肤卸妆水（倍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集润妍洁肤卸妆水（倍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集润妍洁肤卸妆水（倍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玻尿酸精华液+MRS . JD胶原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0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胭熙蔻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秀美集净妍洁肤卸妆水（舒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集净妍洁肤卸妆水（舒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集净妍洁肤卸妆水（舒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肌底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肌底修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1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KITCO石墨烯多效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25
广州天玺华妆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檬秀儿水润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3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小蘑盒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35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天竺葵洁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天竺葵洁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辉都天竺葵洁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IPL九宫格水晶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PL九宫格水晶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PL九宫格水晶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4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山羊乳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5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石墨烯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52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弹润魅惑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58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宣颜美颜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60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丝蛋白洗卸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6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丝蛋白洗卸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6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妤泉丝蛋白洗卸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6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淇尔 二裂酵母巨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7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韩秀蝶魅诱惑不沾杯唇釉 馥郁暖红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7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娅氨基酸头发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80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蝶魅诱惑不沾杯唇釉 慕秋梦橘
03#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82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蝶魅诱惑不沾杯唇釉 漫山绯红
02#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8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蝶魅诱惑不沾杯唇釉 清韵雅慕
04#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8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1#樱桃宝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88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特西茶籽油星耀盈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0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2#赤红迷恋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1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3#复古绛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4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4#娇美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7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6#危情树莓 粤G妆网备字202012429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檬秀儿多效修护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00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韩秀倾慕红尘惊艳口红 05#浆果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02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思淇发之音营养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06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红达香氛精油完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1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香氛精油完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1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香氛精油完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1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BERSLEY蓓诗黎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16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燕窝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21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功夫肩颈 五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2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功夫肩颈 独活寄生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2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植物甾醇塑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2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富勒烯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43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期青春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53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爱婴世家老姜王柔顺护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60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東雪之花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89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東雪之花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89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東雪之花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89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東雪之花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89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391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贝比芬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04
广州贝比芬养发用品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sy Mom妈妈很忙鱼子酱臻萃奢宠香氛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慕姿悦颜焕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60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雪柏丽多肽逆龄紧致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86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樱花浪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8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樱花浪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8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樱花浪漫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8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净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净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净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4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唤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唤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爱聚美舒悦唤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草元婴儿橄榄油健肤按摩BB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22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婴儿橄榄油健肤按摩BB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22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绿草元婴儿橄榄油健肤按摩BB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22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乳木果透润修护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37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川薇儿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川薇儿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川薇儿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BENS BRUNNEN生命之泉焕颜水润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52
广州科丝美诗医疗器械有限
公司

K-Sir肌肽焕颜亮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57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玻色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72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富勒烯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75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纳诗vnaze酵母臻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76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致耀·首觉人参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84 广州市智耀商贸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藏红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3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慕兰蓝铜钛冻干抗衰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4 广州歌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纯润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纯润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纯润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嫩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嫩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嫩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5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亮三度锁水磁石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富勒烯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2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积雪草赋活晶露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3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HNAPHIL玻色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5 广州施奈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NAPHIL玻色因紧致冻干粉+玻色因紧
致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7 广州施奈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8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柔嫩双效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09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晒后修护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1
广州雅睿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润肌肽赋活初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4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胭熙蔻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修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修思淇发之音舒缓清洁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17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水动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31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雨润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34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毛孔隐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3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41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弥亚樱花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46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传明酸多肽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48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美娅氨基酸舒缓焕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0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富勒烯焕颜修护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1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龙胆小分子透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2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传明酸多肽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3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传明酸多肽润颜菁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7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SLEY蓓诗黎传明酸多肽润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59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肤颜坊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6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花之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7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7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花之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7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润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润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润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致美皙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致美皙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致美皙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无硅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无硅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无硅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0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从容草本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3
广州汉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玑秀致美皙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致美皙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玑秀致美皙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蓝酮肽修护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蓝酮肽修护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蓝酮肽修护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烟酰胺原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烟酰胺原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奕烟酰胺原液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19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蜂蜜多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蜂蜜多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蜂蜜多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乳头发纤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31
联豪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多里米米玻尿酸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32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摩
卡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4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棕
调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4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黎芙莎复活草滋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5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豆蜜语祛痘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0 广州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劫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劫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劫后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花芯语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花芯语糖脂抗氧双效修护睡眠小肌蛋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4
广州市雪倪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国即皮肤护理冻干粉组合-修护溶媒+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7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姜嬷嬷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嬷嬷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从容草本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3
广州汉卉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 多效修护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ShiYu净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ShiYu净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6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植物净肤舒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8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水嫩精纯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93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姬六胜肽抗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796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光皙润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光皙润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图水光皙润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美人生焕肤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1 广州泉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氨基酸洁面慕斯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3 广州臻选供应链有限公司
媞效蓝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7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多肽微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09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16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19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砾草本亮皙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20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多肽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26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蜜
桃乌龙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2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媞效多肽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31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多肽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32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无色限炽烈滋润缎光口红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3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冰域泉幼龄爆珠水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5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贞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虞氨基酸水肌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虞氨基酸水肌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虞氨基酸水肌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WD玻尿酸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玻尿酸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玻尿酸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美媛植萃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4851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ENCE艾丽施水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8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ELENCE艾丽施水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8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ELENCE艾丽施水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8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蓝情易抹顺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91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米优品水蜜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9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水蜜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9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水蜜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09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薇姬玻尿酸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02 广州御草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里米米眼部优化缓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09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KSK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K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K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雅皙莹润无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莹润无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莹润无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里米米多肽促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27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多里米米蛋白提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33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多里米米寡肽水解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34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益生菌冻干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益生菌冻干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益生菌冻干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4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4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俪影皇后臻美时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40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弹润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46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娆冬藏滋养亮肤还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5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之源液态水基复古头油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56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雨熙雅红球藻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59 广州朋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云朵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云朵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云朵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6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娆春晓能量唤醒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6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品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沁肌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沁肌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半乳糖酵母沁肌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肌肤舒缓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186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名妍呈美布里奇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06
广州市蔓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花蕊纳米金玫瑰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1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淇尔 天气丹华泫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3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FC黑脸骑士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35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醉香女人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3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醉香女人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3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醉香女人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3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尚美珀雅雪莹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签吻芳颜大麻叶纯臻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58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贻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62
广州诗蕾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花蔻源透肌保湿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6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伟人将降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伟人将降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伟人将降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积雪草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6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搏骋茄红素时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茄红素时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茄红素时光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8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妮莎臻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90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醉香女人奢宠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9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醉香女人奢宠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9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醉香女人奢宠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292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亲汐 修护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06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亲汐氨基酸清爽净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10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峰丽棠净颜美肌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18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泉堂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泉堂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泉堂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马尔道夫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2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倾·堂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29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茜绿茶精粹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3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绿茶精粹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伊娜茶麸原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茶麸原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古伊娜茶麸原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时茜绿茶悦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茜绿茶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4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绿茶精粹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5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肤季奇彩香水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3 广州香歌香薰香料有限公司
奢玑雪玻尿酸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ORA鱼子酱清爽控油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鱼子酱清爽控油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彦池富勒烯赋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7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hyun藻尚好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68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VIOORA去屑止痒防毛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72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去屑止痒防毛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72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迪菲秀清透滢亮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78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曼弗敦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滋养调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彦池富勒烯焕颜紧致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3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彦池富勒烯沁爽透亮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7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hyun藻尚好天然野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388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凝妤烫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10 广州美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肤尼尔赋活水+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11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fe多肽蛋白紧致弹润美颜膜贴套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17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野生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24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丝曼倍润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26
广州安秀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黛敷尔葡聚糖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3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蜗牛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48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诺琪积雪草修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52 广州法诗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韶光赋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55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韶光赋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55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韶光赋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55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氨基酸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5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施娜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6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伊莲小微脸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66 广州市君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一世美迷情公爵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68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芯贻美肤冻干粉+美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483
广州诗蕾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欧诺莎丽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盈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盈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盈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盈亮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0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嫩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嫩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嫩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嫩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诺莎丽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植萃焕颜极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4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ORA鱼子酱深养修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鱼子酱深养修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2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U.YI尤一草本植物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3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肌净肤焕颜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45
广州桑肌美雕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PL 仙女棒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4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仙女棒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4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仙女棒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4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楚藻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5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藻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5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藻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5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6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6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然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6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oface梦诺菲诗茶树去黑头液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0
舒康肤（广州）医学护肤品
研发中心

黛莎柔 芳香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2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诗缘 橄榄头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5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LACK 水循环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水循环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B-BLACK 水循环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578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牛初乳嫩滑撕拉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02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身体莹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11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黛宠茶树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茶树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茶树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1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AWD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WD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曼玉肤舒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27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之素密罗木安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3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LOADING舒悦修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4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舒悦修护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汝馨雅颜水光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光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光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8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4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达安树脐带提取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75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丽玛柔柔顺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柔顺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丽玛柔柔顺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瑞娅赞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6 广州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NGEE胭脂雪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胭脂雪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GEE胭脂雪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89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轻盈通透净排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9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9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CUCNZN 纯贞黄金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25699 广州伊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0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温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03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皙肌蜜臻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05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0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多姿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0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多姿修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10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媞效深层肌因修颜套深层肌因修颜冻干
粉+深层肌因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12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滋养亮肤云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1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 雪颜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21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滋润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2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敷美人烟酰胺熬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24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多姿舒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2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美致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0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亲汐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3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媞效抗衰微脸套抗衰微脸冻干粉+抗衰
微脸溶媒液+抗衰微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4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5
月光琉璃 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5
月光琉璃 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然艾沐昔醉美·国风滋养口红（305
月光琉璃 车厘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3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签吻芳颜大麻叶纯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42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芬娅皮傲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43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贝诗清新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4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效美肤祛痘套美肤祛痘冻干粉+美肤
祛痘溶媒液+美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65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67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媞效美颜亮肤套美颜亮肤冻干粉+美颜
亮肤溶媒液+美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68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纤紧提升套纤紧提升冻干粉+纤紧
提升溶媒液+纤紧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70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美肤保湿套美肤保湿冻干粉+美肤
保湿溶媒液+美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72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蓝藻月光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7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芬臻颜水漾嫩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臻颜水漾嫩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臻颜水漾嫩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千姿纤秀佰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796 广州金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娅赞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02 广州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粹堂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08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誉粹堂玻尿酸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10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姜能养护油+艾叶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姜能养护油+艾叶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姜能养护油+艾叶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说寡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24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泉营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营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姜泉营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3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皙肌蜜臻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37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赤藓醇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赤藓醇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赤藓醇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黛宠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荟妍堂通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58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诗娜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黛宠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6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沐诗娜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7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诗娜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7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粒麦橙清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3 广州永日畅贸易有限公司
沐诗娜小麦胚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肌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肌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透肌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诗娜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892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黛宠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微科品美紧致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04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SO玻尿酸复活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05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ORA鱼子酱柔顺修护毛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1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鱼子酱柔顺修护毛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1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纤美时光舒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21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瞐柰控油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28 广州麦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沐诗娜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3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荷美冰肌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荷美冰肌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荷美冰肌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HUANG草本植萃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52
娥皇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泊熙雅积雪草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5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ORA柔顺修护毛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5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柔顺修护毛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5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MIKIO MISS清透舒妍多效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6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MIKIO MISS清透舒妍多效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6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MIKIO MISS清透舒妍多效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60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施滑溜溜焗油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70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馨多肽润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7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黛子YURDAIZI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76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牡丹媛赋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80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教授培植脐带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5986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纤美时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01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妍堂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09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尿酸精华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1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G307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1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莉安茜娅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16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G402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2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希瑟的秘密多肽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29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安茜娅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33 广州杨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紫苏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52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大麻叶纯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53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G403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5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芳妍馨凝润美肌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6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皇后初龄紧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66 广州九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69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美人二裂酵母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70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73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77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79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2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雅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雅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雅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懒伊生草本臻萃首乌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4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5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亦之肤清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6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富
勒烯燕窝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88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小雏菊水润肌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碧倩新肌亮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0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修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紧致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紧致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紧致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红糖奢萃晶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红糖奢萃晶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红糖奢萃晶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菁纯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菁纯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菁纯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伊美极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米伊美极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米伊美极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俏佰草骨胶原灵芝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07
广东俏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祉名娇颜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27 广州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黛宠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甘草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芳妍馨沁润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30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G306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3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清清慧眸身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35
慧眸国际生物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小芈随心画细致双头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3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随心画细致双头眉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3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雅佳甲油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42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卡鲁茶树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43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高雅佳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44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高雅佳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46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泡泡吻Bubblekiss  面部净柔套装-净
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47 广州沁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白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5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多效焕彩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52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高雅佳甲油胶（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55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高雅佳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58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伊妮雅睡眠芳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69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睿乐烟酰胺焕颜肌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76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品女人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雅佳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2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美享莱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8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Camimi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amimi龙胆草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祉名娇颜玉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199 广州正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黛宠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美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0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筱肤泽源积雪草舒缓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0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馨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1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澜坊活性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20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LSNOW肌底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2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梦极致至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54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梦极致至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54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梦极致至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54 广州珑桦化妆品有限公司

CCTHEONE奢钻水光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56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骆驼奶亮润小分子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教授培植脐带精华青春套-教授培植脐
带精华修护冻干粉+教授培植脐带精华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64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薇施娜艾养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艾养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艾养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莎绿藻植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79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佰芙小苏打香水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80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佰芙小苏打香水香氛沐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80 广州市采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丽柔植羽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96 广州豪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贻水漾冻干粉+水漾溶媒液+水漾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299
广州诗蕾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柚米优品小雏菊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小雏菊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小雏菊香氛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御见名匠润肌石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7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黛遇净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遇净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遇净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丝十月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十月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十月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吉米娃娃儿焕颜美肌抗皱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18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乖致女人熊果苷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32 广州雅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美颜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丝一月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一月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一月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5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才金国际卷发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5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芯丝一月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一月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一月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十月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十月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十月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6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3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七月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76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四月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四月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四月苏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0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MYQUEEN FULL 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FULL 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FULL 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o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o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o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o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o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o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丽宴康通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88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XELR萱姿净透焕彩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90 广州先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XELR萱姿神经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93 广州先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丽宴牛黄舒养能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39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丽宴康通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0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生吉早安晨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早安晨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早安晨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晚安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晚安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生吉晚安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0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颜氨基酸毛孔净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3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美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胶原蛋白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皇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4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妮莎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50
广州润美兹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眼部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5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6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懒虫日记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懒虫日记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懒虫日记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6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69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7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卡诗秀植萃滋养生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84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SON DER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486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美致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0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才金国际发质调理净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0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臻.帝美臻润滋养净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17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美致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2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AIVLINGN虾青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2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NLOADING赋活养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26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赋活净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芙诗婷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玻尿酸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赋活轻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4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雅格绿茶温和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绿茶温和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绿茶温和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才金国际发质调理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芙诗婷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雅格水蜜桃纤细丝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水蜜桃纤细丝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水蜜桃纤细丝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小金蜗顺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小金蜗顺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小金蜗顺滑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微美 胶原修护套-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85
广州暨肽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微美 胶原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86
广州暨肽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卡卡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0 广州露馨商贸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舒缓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纤美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59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檬秀儿舒缓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0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1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12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2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16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YUEXIU悦秀多效修护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1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3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20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5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25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诗韩秀喜鹊登梅肌活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2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4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27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氨基酸亲肤奢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3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awmake轻雾哑光口红 DM106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32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1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33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青束睫毛臻萃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36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2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39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卡诗秀摩洛哥坚果氨基酸修护滋养护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0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3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1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舒肌之语晶灿透皙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4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4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5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5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丝绒雾面唇釉 DM206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49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蔻凡诗轻透无瑕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52 广州同舟贸易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晶灿透皙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5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一世美双重补水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58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卡诗秀浪漫樱花氨基酸舒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61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怜我怜卿氨基酸靓彩修护洗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63 广州怜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欣彤烟酰胺莹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64 广州欣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CI蜜桃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8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蜜桃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8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VOCI蜜桃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8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AN兰花肌蜜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94 广州汉芳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天肌黛儿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695
广州天肌黛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希雅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0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希雅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尤积雪草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尤积雪草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尤积雪草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28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莎鱼籽胶原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74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8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8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78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龙胆酵素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龙胆酵素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野龙胆酵素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0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姿芮绿豆润美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06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茵之润 舒纹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07
广州鑫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桃心细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19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之漾植物养护膜套盒-植物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23 广州湛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纳百馨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27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SLEY蓓诗黎复活草水凝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28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广纳百馨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30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纳百馨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32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纳百馨罗马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38 广州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妮丝氨基酸滋养洗发水（樱花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41 广州淇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弹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4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Collagen & 
Ceramides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Collagen & 
Ceramides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Collagen & 
Ceramides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lliance-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 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 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 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Peel-Off Gol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Peel-Off Gol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Peel-Off Gol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妮丝氨基酸滋养洗发水（蓝风铃香
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5 广州淇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Avocad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Avocad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Moisturizing 
Clay Mask Stick:Avocado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Energizing Clay 
Mask Stick with Cherry, Vitamin C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Energizing Clay 
Mask Stick with Cherry, Vitamin C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uperfoods- Energizing Clay 
Mask Stick with Cherry, Vitamin C 
&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l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l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l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6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s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s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Glacier Water + Retinol + 
Hyaluronic Acid Serum Capsus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Vitamin 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Vitamin 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Vitamin C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7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Tripl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Tripl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Charcoal Cleansing Tripl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腹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腹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腹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ASX Drying Lotion with Calamin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Drying Lotion with Calamin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Drying Lotion with Calamine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腰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腰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腰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8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背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背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背部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肌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gelllain熊果苷焕肤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熊果苷焕肤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熊果苷焕肤去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臂腿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臂腿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臂腿秀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0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沟 奇焕润发精油（茉莉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12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W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W Charcoal Cleansing Nose Str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睫毛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睫毛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睫毛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沟 奇焕润发精油（玫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21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豆豆蜜语氨基酸酵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44 广州井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里米米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58
广州依莉莎仪器科技有限公
司

秋禾俪人毛孔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毛孔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毛孔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卡莉紧致复颜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紧致复颜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紧致复颜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BASHA玛芭莎虾青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86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NDOUBLE净润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87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Ultra Diminutive富勒烯虾青素修护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88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Ultra Diminutive富勒烯胎盘时光肌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89 广东宝晟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富勒烯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富勒烯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富勒烯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6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露泡沫清爽洗手液（鸢尾花滋养柔
嫩）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01
广东海露日用化学品有限公
司

Bounatila奢宠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3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unatila奢宠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3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HOO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41 广州苏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眼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50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卜卜发头发修护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51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72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然丝多肽修护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83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禾俪人净洁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8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洁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8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净洁靓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8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6尤物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8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ENLYZ虾青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虾青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虾青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6胭粉
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5朱砂
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帝美深层滋养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7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4胭脂
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2709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3宫墙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0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2郎窖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03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鲁茶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06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顺养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09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蒂·格莱宝冰激凌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圣尔曼妮艾叶精华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艾叶精华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艾叶精华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山姜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山姜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山姜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2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精华护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精华护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精华护理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蝶仙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蝶仙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蝶仙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加兰红蓝月燕浮雕口红（L001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5殊色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7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花蜜沁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3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4明姝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4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3倾城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4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六胜肽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503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4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粉刷匠系列指甲油K501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4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COMOOS苏玫氏双重修护韧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63
广州苏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沟 奇焕润发精油（薰衣草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66
广州市新蕾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余菲菲布灵大眼纤长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67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LIQUID SILKY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LIQUID SILKY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LIQUID SILKY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GLOSS ARGAN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GLOSS ARGAN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GLOSS ARGAN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77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花蜜奢养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8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2惊鸿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8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海棠依旧慕斯唇釉（L001国色
绣）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8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养肤精粹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8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REP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REP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REP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0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HAIR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HAIR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HAIR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SILKY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SILKY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SILKY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IMPRESSIVE SPI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IMPRESSIVE SPI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BB ONE PICASSO HOME CARE 
IMPRESSIVE SPID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19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Tea Tree &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Tea Tree &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Tea Tree &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Peel-Off Mask with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Peel-Off Mask with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MAN Black Peel-Off Mask with 
Applica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Peel-Off Masks- 4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Peel-Off Masks- 4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Peel-Off Masks- 4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6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6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6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0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莱希ZILAIXI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10 广州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瑞姿莹亮轻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20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柚米优品蓝风铃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蓝风铃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柚米优品蓝风铃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豪脉魅力蓬松塑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4
广州博溢胜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责任公司

FC少女美颜原液肽组合-少女颜精华液+
少女颜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5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3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娜璐氨基酸牛奶慕斯沐浴露（甜蜜樱
花）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48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妤舒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50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荟妍堂深层净透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52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宝娜璐氨基酸牛奶慕斯沐浴露（薰衣草
柑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59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麦角硫因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鲁生姜韧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63 广州卡鲁商贸有限公司

颜视堂玫芦祛痘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269
广州颜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伊贝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04 广州伊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美植萃鲜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05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乖致女人轻柔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11 广州雅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乖致女人焕颜水润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21 广州雅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葡萄籽润透紧颜固态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2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冬虫夏草贵妇焕颜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冬虫夏草贵妇焕颜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冬虫夏草贵妇焕颜人参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4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斛语寡肽嫩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4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植萃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52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补颐元通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通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通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6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荃美植萃鲜颜透亮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86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奢养菁纯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87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美植萃鲜颜赋活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88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菁纯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9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荃美植萃鲜颜赋活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92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菁纯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94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VII烟酰胺透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39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荃美植萃鲜颜赋活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03 广州嘉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香踪蓬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香踪蓬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氨基酸香踪蓬蓬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欢派香芬补水还原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27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净颜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3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生灵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39
广州林诺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元生灵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40
广州林诺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MABASHA玛芭莎龙血奢护净润洗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43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臻钻发丝焕亮维E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0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希贝施玫瑰清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凤儿润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4 广州美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微肽赋颜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微肽赋颜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ALLA微肽赋颜修护冻干粉+微肽赋颜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59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祛痘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8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ANGPINTANG顶秀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492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而佳植物精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01 广州魔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香牛奶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牛奶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牛奶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瑞丝淘米汤柔润洗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柔润洗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柔润洗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头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羊胎盘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羊胎盘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羊胎盘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雪肌容色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瑞丝淘米汤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瑞丝淘米汤滋润健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才金国际型男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4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莲美天使桃子跳跳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58 广州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美天使桃子轻颜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59 广州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梵之泉VC瓷肌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67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妍堂通透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70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7002-
1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7002-
1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豆乳滋养保湿润唇膏NO:7002-
1

粤G妆网备字202012757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SFSC-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2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FSC-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2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FSC-Holiday- Assorted Skin Care-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2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灵形体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灵形体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灵形体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芊芊一抹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43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兰之谊芊芊一滴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47 广州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庄周梦蝶佰草活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0
广州草本印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庄周梦蝶佰草清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5
广州草本印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如玉烟酰胺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67 广州万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黑灵芝多肽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71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斛语寡肽美肌茵子冻干粉+寡肽美肌
茵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79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祖啦红石榴烟酰胺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85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益生元黄油修护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9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93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祖啦柠檬果乳酸脱皮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94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Meeting姬遇美肌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699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SkinMeeting姬遇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02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SkinMeeting姬遇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03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SkinMeeting姬遇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07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飘婷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沁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CZ斐恩施倾色慕光丝绒口红（中国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19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斐恩施倾色慕光丝绒口红（桃粉玫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21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23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云微冠生物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2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CZ斐恩施倾色慕光丝绒口红（复古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27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Z斐恩施倾色慕光丝绒口红（经典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33 广州默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郗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44
广州市蝶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得喜富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6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稻田谜歌活氧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66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得喜维生素C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6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烟酰胺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6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得喜六胜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7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源亮肤水润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78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村熙雨多肽修护奇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8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村熙雨多肽修护奇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8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村熙雨多肽修护奇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8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则天秀积雪草舒缓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796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植芮熙强韧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01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虔梦养颜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虔梦养颜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虔梦养颜无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0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FEICHUN菲唇高浓度玻色因修护精华面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36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适美双色丝滑美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0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三七修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3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诗贝尔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虾青素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仙人掌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仙人掌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仙人掌舒润冰沙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效寡肽修护套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67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生力海洋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事后清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事后清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事后清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7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杜桑之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杜桑之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杜桑之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墮落樱桃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墮落樱桃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墮落樱桃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8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人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人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无人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冷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冷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冷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斛语寡肽嫩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898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0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斛语寡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02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芮熙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06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婷灰色香根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灰色香根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灰色香根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TVII烟酰胺保湿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奇迹之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奇迹之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奇迹之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屋顶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屋顶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屋顶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2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4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4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刻康山茶籽植物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4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乳液（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乳液（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乳液（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5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鲜活炫彩变色唇釉01西柚橙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鲜活炫彩变色唇釉01西柚橙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鲜活炫彩变色唇釉01西柚橙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柔滑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柔滑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柔滑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6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8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SMOOTH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8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SMOOTH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8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SMOOTH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8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DAIL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DAIL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ORGANICA DAIL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KERAT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KERAT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ORIS KERATI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3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NANO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6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水光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Westtree熙树富勒烯胶原蛋白水晶紧致
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7999 广州素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氏水光多肽润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谷草植萃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3 广州谷草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卜发焕肤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4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水光皙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09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水光多肽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1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蜜妍塑颜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塑颜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塑颜微脸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1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面霜（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面霜（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补水面霜（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2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片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片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红参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片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狐自动旋转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云狐自动旋转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云狐自动旋转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植婷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0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US FIXING AQUA GARL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49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5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5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CECA SUPPLE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5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效妆修护紧致眼霜套(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效妆修护紧致眼霜套(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效妆修护紧致眼霜套(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VICH HAIR STYL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3 广州迪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DEEP REPAIR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DEEP REPAIR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DEEP REPAIR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4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HAIR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HAIR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 HAIR NOURISH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65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亚茜水感亮颜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水感亮颜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水感亮颜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7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雅莉臻品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雅莉臻品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雅莉臻品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菲血橙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菲血橙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菲血橙胶原蛋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屑克星发用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85 广州穗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水蜜桃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之素六胜肽抗皱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97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恋多效修护系列套盒焕颜修护肌透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098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妙颜世家皮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0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芯生力海洋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11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海洋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1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海洋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1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黛美胸部娇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18
广州秀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 睫毛定型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睫毛定型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睫毛定型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燕窝滋润莹透润唇膏NO:7002-
2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2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凝时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38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39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0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1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四季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2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3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4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5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丝滑焕彩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46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芯诗妍复合多肽冻干粉+芯诗妍复合多
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70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睿乐修护肌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71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妍水凝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72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碧泉青春活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78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西氨基酸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83 广州雯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unatila富勒烯精华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unatila富勒烯精华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妍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91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流牧者男士水能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92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诗妍美肌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195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48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艾御秀水润透亮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49 广东梵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ADIGUNA阿迪古娜姜娜原生姜汁平衡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4
广州淘蔻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诺依兰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5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依兰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56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蚕宝萃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18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RSERICS浪漫身体滚珠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身体滚珠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身体滚珠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nruyu面如玉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27
广州市谭氏熙妍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要颜寡肽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68
广州初禾服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妍春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77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舒爽柔嫩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舒爽柔嫩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舒爽柔嫩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砾白芨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3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曼丽叶绿素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6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赋活保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89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忆之美珍珠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0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素妍春透皙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1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妍春赋活保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3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莹亮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莹亮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莹亮润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6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乖致女人玻尿酸焕颜逆龄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01 广州雅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妤堂肽萃姿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16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肽萃姿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1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水光多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水光多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水光多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白金活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白金活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白金活颜雪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  清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31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妤堂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3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8736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时茜悦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3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妤堂植萃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3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肽微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38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肽微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39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 雪莹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 雪莹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 雪莹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4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植芮熙去屑止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59
广州逸道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姿芮绿豆润美柔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63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博丽柔植羽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71 广州豪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蚕丝蛋白弹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75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颜依漾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78 广州伊人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
玻尿酸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80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一世美植萃去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82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86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上多肽丽颜冻干粉+多肽丽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87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1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水晶弹力蛋白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3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SPASX-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ghten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Vitamin C & 
Wi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ghten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Vitamin C & 
Wi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Brighten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Vitamin C & 
Wi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2889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上冰肌玉颜冻干粉+冰肌玉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09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 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21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能集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活性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27 广州市禾能集贸易有限公司

发醉堂青柠与薄荷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7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青柠与薄荷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7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青柠与薄荷冰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7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时代聚补水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89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朴多肽抗衰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91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美致时分活性肽·金缕
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93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锦芙玻尿酸极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96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玻尿酸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8999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玻尿酸极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0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丝绒持妆柔雾唇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06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素肌童颜矽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10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奈斯玻尿酸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29
广州康美肽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恋诗蔻多效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32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恋诗蔻多效净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38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恋诗蔻多效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43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6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6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缘自然精氨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69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艾缇芙多彩靓颜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70
广州美妍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7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8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空谷与海净颜果萃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97 广州新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妍馨多效舒缓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09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自然紧致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3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淳度莹润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0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伊贝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4 广州伊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自然烟酰胺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5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度莹润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自然维生素C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7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缘自然芦荟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18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缘自然维生素C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0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缘自然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2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RMAYGI玻尿酸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3 广州金莉宏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爱氏赋活多效紧致精华全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赋活多效紧致精华全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赋活多效紧致精华全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28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MAYGI神经酰胺透亮奢养修护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33 广州金莉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官宣语植物油脂营养护唇口红相思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39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官宣语植物油脂营养护唇口红洛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4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宣语植物油脂营养护唇口红寒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6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宣语植物油脂营养护唇口红美拉德南
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49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唯·雅素轻奢多效修护套-多效修护
寡肽冻干粉+多效修护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51 广州和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官宣语植物油脂营养护唇口红樱桃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57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唯·雅素轻奢多效修护套-多效修护
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58 广州和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奈斯胶原蛋白多肽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68
广州康美肽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儒酵酵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8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8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8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诺弥亚骑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87 广州黛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臻活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196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懿荣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懿荣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懿荣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00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DT海茴香菁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菁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菁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结义地江水靓颜焕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26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灏媛焕颜沁润美肌套焕颜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0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焕颜沁润美肌套焕颜水润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2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焕颜沁润美肌套焕颜滋养滢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3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灏媛莹润美肌眼部套滋养弹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5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莹润美肌眼部套肌润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38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莹润美肌眼部套莹润舒缓眼部润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40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美致时分活肤·玻尿酸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46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金时代臻钻发丝焕亮坚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48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卓芙琳水嫩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49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舒妮娅洋甘菊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58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生灵轻奢丝绒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71
广州林诺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展昌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展昌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展昌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乖致女人玻尿酸亮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89 广州雅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圆聚贯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日本LUERLING 酒粕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2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儒酵酵素纯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纯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纯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0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歌美若帝丝干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1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素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25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SPASX-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Gel Wash-Off Masks- 5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雅绚头皮防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47 广州佳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Holiday- Gel & Clay Wash-Off 
Masks- 7 piece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ooth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Rose & Peptide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ooth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Rose & Peptide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SPASX Soothing Micellar Cleansing 
Water with Rose & Peptide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爱氏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牛油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soba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65
芙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悦芳棠壳聚糖逆龄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7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U.YI尤一芯润美颜蘑菇气垫套裝-珍珠
芯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芯润美颜蘑菇气垫套裝-芯润
金箔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芯润美颜蘑菇气垫套裝-牛奶
珍珠精华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瑞莎氨基酸牛油果清爽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牛油果清爽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牛油果清爽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懒伊生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397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芝兰富勒烯温和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05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LAFANSEE兰菲丝苦橙净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19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DT海茴香柔润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柔润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柔润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品女人 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丝雅氨基酸香氛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29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A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丝雅氨基酸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45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秀恒春水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净润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净润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净润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4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伊蒂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07
广州市维美盛世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RMAYGI石墨烯烟酰胺水感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19 广州金莉宏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美熙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美熙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萌美熙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奢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77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格妃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86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比格妃美肌活水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87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2958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清滢柔肤大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 VAPE香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VAPE香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VAPE香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VAPE薰衣草防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VAPE薰衣草防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IN VAPE薰衣草防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296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0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FANSEE兰菲丝雪花紧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10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玫瑰纯露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17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妮莎富勒烯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24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FANSEE兰菲丝舒缓修护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35
广州御生堂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3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植物舒润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3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莉源竹炭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竹炭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竹炭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溪紧致柔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49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梵洛泉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57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果粒植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8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I'M FROM灵芝焕肤蘑菇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85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乳木果富勒烯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92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绿茶保湿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79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冰爽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12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V美态水润清透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13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沫奶盖莹润嫩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33
如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如沫奶盖透亮焕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34
如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如沫奶盖轻透净肤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35
如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美莎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45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MINSHZEE茗希芝韩式立体双头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5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韩式立体双头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5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韩式立体双头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5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梦幻诱惑冬虫夏草轻透修颜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5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冬虫夏草补水保湿卸妆水（眼
唇）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55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芳泽可亲泡泡粉底液（L001婉若
游龙）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6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芳泽可亲泡泡粉底液（L002翩若
惊鸿）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都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之流胶原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胶原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胶原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兰都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之流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78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兜美人密梨六胜肽水嫩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84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洋溢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8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89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9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9892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7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祺肌鎏光耀采美肌套-鎏光耀采美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82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祺肌鎏光耀采美肌套-鎏光耀采美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84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祺肌鎏光耀采美肌套-鎏光耀采鱼子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85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祺肌鎏光耀采美肌套-鎏光耀采臻透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87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尊享祛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NLYZ长角藻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长角藻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NLYZ长角藻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祛痘苦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2999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0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0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尊享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06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温润净透柔肤套装-竹炭温润净
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0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温润净透柔肤套装-温润净透柔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渼源温润净透柔肤套装-温润净透柔
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5 广州暨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DUTE ALICE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DUTE ALICE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DUTE ALICE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期美之达石斛精华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19
广州市旭观健康养生科技有
限公司

儒酵酵素保湿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保湿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儒酵酵素保湿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8树
莓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2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BERSLEY蓓诗黎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47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柔光持妆粉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洱何首乌丰盈蓬松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59
广州碧立索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媽咪小站美肤香水沐浴露（魅惑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64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SDND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6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十颜水动力凝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66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水动力舒缓柔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67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美肌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6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多肽修护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 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2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俏十颜赋活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臀美雅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臀美雅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臀美雅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肩颈舒缓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肩颈舒缓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肩颈舒缓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净化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净化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净化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觉元子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93
广州上清长生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099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媽咪小站美肤香水沐浴露（爱恋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10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媽咪小站美肤香水沐浴露（蔚蓝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11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媽咪小站美肤香水沐浴露（浪漫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15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媽咪小站控油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19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净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净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净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媚纤娇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40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纤娇舒畅净化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41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纤娇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43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纤娇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44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纤娇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47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胭熙蔻水凝清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水凝清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胭熙蔻水凝清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傲来国水杨酸润泽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水杨酸润泽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水杨酸润泽清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魅力纤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肤集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74
国肤康（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LYLE鱼子精华赋活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7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旺玞玻尿酸寡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旺玞玻尿酸寡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旺玞玻尿酸寡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7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兰氏水光多肽紧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0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鱼子精华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2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鱼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6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倪美莱兒 薰衣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薰衣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薰衣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鱼子精华赋活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89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皙美六胜肽美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9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皙美六胜肽美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9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皙美六胜肽美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9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浠肤积雪草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93 广州浠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19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潮言都市探险（运动香）固体香膏1#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都市探险（运动香）固体香膏1#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都市探险（运动香）固体香膏1#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优雅绅士（乌龙香）固体香膏2#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优雅绅士（乌龙香）固体香膏2#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优雅绅士（乌龙香）固体香膏2#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天之骄子（蔚蓝香）固体香膏3#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天之骄子（蔚蓝香）固体香膏3#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潮言天之骄子（蔚蓝香）固体香膏3#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8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啤酒花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甜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甜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甜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皇控油清爽二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倪美莱兒 柠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柠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柠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皇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倪美莱兒 依兰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依兰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依兰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毛孔舒润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3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倪美莱兒 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亣臻品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
媒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4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美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4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旋1号KAIXUANYIHAO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52
广州市凯旋一号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花芊诗纤连蛋白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55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NBTM氨基酸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60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SDND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6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兹妮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DND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媒液+
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7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TM神经酰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85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0299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美肌皇后烟酰胺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08 广州小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
媒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2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2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休止符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益力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益力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益力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滋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滋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滋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娇润细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娇润细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娇润细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温透平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温透平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温透平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牛油果抹茶清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牛油果抹茶清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牛油果抹茶清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玫瑰花红茶鲜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玫瑰花红茶鲜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玫瑰花红茶鲜肌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念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念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念鱼子酱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伊岁提拉紧致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81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凝时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98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多效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399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焕肤靓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0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1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1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1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毛孔收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毛孔收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禾俪人毛孔收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净透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0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Ruigoods焕采纾缓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10
广州汇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丝四月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1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四月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1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芯丝四月苏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15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佳骏日用
化妆品厂

轩琳牛油果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19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琳木棉花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22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动感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汐 氨基酸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42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QunQui泉琦水润弹弹精品套装-活泉莹
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5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QunQui泉琦水润弹弹精品套装-活泉氨
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MAXPHEN YOUNG MIRACLE胶原蛋白弹力
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480
广州美时分企业管理顾问有
限公司

皙肌蜜舒润修护冻干粉+舒润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16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上蓝铜臻颜冻干粉+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19 广州靳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缦缔 SA MEN DI莎缦缔丝绒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 SA MEN DI莎缦缔丝绒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 SA MEN DI莎缦缔丝绒魅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禾多肽酵母润采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多肽酵母润采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多肽酵母润采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容色面膜粉+草本面膜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容色面膜粉+草本面膜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容色面膜粉+草本面膜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3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嫩红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BESDAIR贝诗黛儿嫩红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BESDAIR贝诗黛儿嫩红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佰珍堂多肽酵母润颜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多肽酵母润颜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多肽酵母润颜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绽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精华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绽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精华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绽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精华套盒-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寡肽多效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水肌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66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纤渼源滋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7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72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摩法诗富勒烯冻干粉+紧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73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伶鹊丽人六胜肽紧致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1 广州伶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丝之源养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3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休止符滋养润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滋养润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休止符滋养润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8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59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清爽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清爽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潮客清爽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0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太宝牛奶保湿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06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太宝芦荟嫩肤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11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厘米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厘米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厘米透明质酸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1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太宝人参滋养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19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肌蜜凝萃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28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存脐带修护冻干组合-脐带修护冻干
粉+脐带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然存脐带修护冻干组合-脐带修护冻干
粉+脐带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然存脐带修护冻干组合-脐带修护冻干
粉+脐带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3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皙肌蜜密罗木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33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虾青素修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62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86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珈洛氨基酸丝柔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91 广州柏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泰希TAEHEE黄金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699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回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0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0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07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水漾肌调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3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佰媚纤娇草本平衡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36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养蜜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养蜜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养蜜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养蜜语美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养蜜语美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养蜜语美态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4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ngzi东滋净透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0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zi东滋肌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4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zi东滋净透焕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5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芳泽可亲泡泡粉底液（L003兮若
轻云）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梦丽 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AVIER 凝时水润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67
广州芊蜜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6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思嘉逆光密集修护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7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俏十颜金玫瑰盈润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7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水动力凝润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80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白仟恣伊人活肌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83 广州柏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十颜沁润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87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嘉密集修护逆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9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植婷莓果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92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EINA奢宠瓷肌多肽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795 广州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0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纤粉妍净透舒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净透舒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净透舒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1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思嘉密集修护净润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25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菲思嘉密集修护舒缓浸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3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王小葵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3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小葵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3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小葵靓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37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DH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0 广州拍档贸易有限公司

SinePim清透焕颜眼部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2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玬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玬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玬姬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3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致极植道仙人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极植道仙人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极植道仙人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臻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4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LSNOW保湿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6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适赋能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67
都挺好（广东）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MISSEAL慕之养舒润养护精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70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脱水木糖醇修护透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脱水木糖醇修护透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脱水木糖醇修护透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EAL慕之养舒润养护精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97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菲思嘉逆光密集修护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898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ZCARE哲科玻尿酸修护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01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纤连蛋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1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卜卜发滋养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24 广州兰派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雯西寡肽清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51 广州雯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芙堂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6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姿美清透莹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7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漂亮国度脐带精华安肌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77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美奥密MYAOMI胶原蛋白水光焕颜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85 广州千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微晶修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微晶修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微晶修护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臣瑟细沙酷黑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3 广州臣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舒缓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舒缓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舒缓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0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纱口红雨衣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诱纱口红雨衣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诱纱口红雨衣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深润补水套-玻尿酸原液
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subase多肽修护冻干粉+Prosubase
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4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暨美暨梵尼紧颜冻干粉+紧颜溶媒液+紧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8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芙鱼子酱赋活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09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MEKINE美姿媛柔肤去角质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1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控油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控油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控油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臻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5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18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暨梵尼紧颜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0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魅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3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7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2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臻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3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3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瑜希雅黛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瑜希雅黛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瑜希雅黛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SKA海蓝丝绒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海蓝丝绒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海蓝丝绒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六胜肽抗皱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鱼子酱赋活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5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姜艾魅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7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锦芙鱼子酱赋活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5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7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7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67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t.Lydon 酵母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71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氛烫染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80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至臻焕肤修护套美肌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81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立体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8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雨冬妆植萃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贝琳臻颜修护冻干粉组合-臻颜修护
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3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俏贝琳臻颜紧致冻干粉组合-臻颜紧致
冻干粉+滋养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09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净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贝琳臻颜嫩肤冻干粉组合-臻颜嫩肤
冻干粉+水柔润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21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芊语蔲富勒烯焕美润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24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ora薇诺萝凝时靓肤紧致冻干粉组合
-凝时靓肤紧致冻干粉+焕肤活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3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爱安思玲珑舒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37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籁时NeeSe多肽润萃清颜冻干粉组合-多
肽润萃清颜冻干粉+柔嫩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40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Vanora薇诺萝凝时嫩肤焕颜冻干粉组合
-凝时嫩肤焕颜冻干粉+莹润滋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4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舒知康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57 广州妆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籁时NeeSe多肽润萃美颜冻干粉组合-多
肽润萃美颜冻干粉+净澈清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71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寇伊舒缓冻干球+大麻叶舒缓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72 广州姿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蜜蔻HUAMIKOU肌源修护冻干粉组合-
肌源修护冻干粉+润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7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FNCO多肽紧致臻养冻干粉+多肽紧致臻
养溶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NCO多肽紧致臻养冻干粉+多肽紧致臻
养溶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NCO多肽紧致臻养冻干粉+多肽紧致臻
养溶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耕语GeeYuu柔嫩细腻冻干粉组合-柔嫩
细腻冻干粉+水嫩养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8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耕语GeeYuu纯净透亮冻干粉组合-纯净
透亮冻干粉+清爽匀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94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耕语GeeYuu平滑紧致冻干粉组合-平滑
紧致冻干粉+细嫩柔滑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198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忆之美海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04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DAISCARL焕活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11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Never land金盏花植物精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12 广州市心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美芙 葵香儿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14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玻璃水光唇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23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鲟鱼子眼部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26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鲟鱼子睛纯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30 广州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ever land黄瓜植物精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42 广州市心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焕肤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4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焕肤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4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焕肤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4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播缘泡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泡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泡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莎活水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61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先履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79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莎积雪草舒缓修护冰沙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80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媚纤娇舒缓养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287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S CHARMING FACE提拉弹力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提拉弹力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提拉弹力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爱青春长轻润光感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09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莱尔雅植物魔方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诺尔赋能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诺尔赋能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诺尔赋能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虹网红水润紧致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2
广州万物互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我爱青春长轻润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5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蒙芭拉 轻奢光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轻奢光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轻奢光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瑚光珊色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29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海云纱洋甘菊舒缓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30
广州市艾霖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 SHOP 细致毛孔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细致毛孔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细致毛孔鼻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尚品炫酷刚劲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4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诗秀植萃滋养牛油果氨基酸至臻修护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43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植萃焕颜靓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植萃焕颜靓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源植萃焕颜靓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5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肤美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5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弹嫩美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弹嫩美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胶原蛋白多肽弹嫩美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海洋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398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元氧集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0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洋溢生靶向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3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城香水特硬造型护理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36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靶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4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梵希火山矿物泥清洁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54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芯雨隔离滋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芯雨隔离滋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芯雨隔离滋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牛油果滋润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68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水润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91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95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KR SHOP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多肽修护黄金蜂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1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洛施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伊爱黄金多肽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伊爱黄金多肽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伊爱黄金多肽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妤堂植萃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0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俏十颜赋活亮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12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21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伊岁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33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QUEEN·STORY深润补水套-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3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格 洋甘菊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44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美丝澜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45 广州穗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忲源生物活性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46 广东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水润舒缓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48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DOUBLE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50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晨童话透亮柔滑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65
广州欧德锐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伴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晨童话润泽美肌多效卸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69
广州欧德锐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NFEIPOEM 薇粒细柔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 薇粒细柔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 薇粒细柔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愫生姜赋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生姜赋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生姜赋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百花香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百花香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百花香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7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瑜希雅黛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瑜希雅黛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瑜希雅黛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EA SONDER清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97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SONDER温润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1599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爱氏玻色因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色因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爱氏玻色因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1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龄知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4 广州禾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V氨基酸慕斯沐浴泡泡(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7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A.V氨基酸慕斯沐浴泡泡(女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18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A.V氨基酸慕斯沐浴泡泡(反转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22 广州傲美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鱼子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辰欧水漾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水漾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水漾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婷芦荟紧致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1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YALSIM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YALSIM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YALSIM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润堂积雪草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3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灏媛焕颜沁润美肌套焕颜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4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焕颜沁润美肌套焕颜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6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48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茉辰欧丝滑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5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丝滑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5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丝滑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5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纷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7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Duofeier朵菲·儿花颜致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78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Bright Ski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Bright Ski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YanQiong Bright Ski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Gold Black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RK植萃妍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植萃妍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植萃妍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欢派香芬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8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欢派香芬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699 广州欢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ラグジユアリーサテン リップ
スティック３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0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ラグジユアリーサテン リップ
スティック３０8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0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丹琪深海水母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30 广州鸿亦科技有限公司



妍菲妮睫毛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菲妮睫毛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妍菲妮睫毛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北芙沁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4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 TRIER德佳妍金钻紧致抚纹润透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46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zze媚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富勒烯蛋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ラグジユアリーサテン リップ
スティック３０9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柏美颜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美颜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ブ
ルー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基米希婴儿密蒙花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84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夏尔曼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87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基米希婴儿岩兰草多效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796
四季故事（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然氨基酸植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19 广州黛美贸易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35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淳weichu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5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肌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64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t.Lydon 氨基酸亮肤洁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69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肌肤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77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诗丹薄荷冰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81
广州伊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肌肤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82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丽诗丹雏菊嫩肤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83
广州伊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84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赋活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885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菲娜 糖枫原液水嫩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07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尚智 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尚智 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志尚智 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祛屑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祛屑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祛屑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1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2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2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2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兔滋养嫩滑精油香芬手部护理套装
-七彩免滋养嫩滑精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22 广州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承阁艾家养护草本套--舒安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26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32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菡世金方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茗媛橙皮苷焕肤精华水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 茗媛橙皮苷焕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 茗媛橙皮苷焕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ZMZ 茗媛橙皮苷焕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爱莱美钻彩青春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75 广州智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兔滋养嫩滑精油香芬手部护理套装
-七彩免滋养嫩滑精油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96 广州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ineVer生姜原汁精华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1999
广州市铭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彩兔滋养嫩滑精油香芬手部护理套装
-七彩兔滋养嫩滑精油香芬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1 广州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外乔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9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外乔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9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外乔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09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世金方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研达酵素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21
瑞贝斯（广州）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Loushi twips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22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TBOX艺术盒子清透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39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水凝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4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外乔柔肤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46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外乔柔肤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46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外乔柔肤平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46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可修益生菌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0 广州益可技术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VC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57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伽蜜雅璨然水光瓷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68 广州尊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 沙棘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85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玉娇人小颗粒海藻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1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可修益生菌亮肤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4 广州益可技术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蜂胶姜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砾草本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099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三重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3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EN爱雯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40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小红瓶微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4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WEN爱雯冰川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49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沙棘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沙棘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沙棘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对密度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相对密度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相对密度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年蔻帝皇蜂黄金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1
广州市逸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倾丽雅鱼子酱亮润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6
广州市逸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臻芝舒缓润肤霜+臻芝舒缓柔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68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1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003陶土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03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雾感持久唇釉002冰糖山楂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11
广州市佐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CUTE草本植物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の语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27 广州宸汐化妆品有限公司

第一王妃娇颜植物源蛋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28
广州第一王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十颜沁润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35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多效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4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娅蔻斯灵动晶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50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柔派小苍兰盈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她公主茶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2
广州拼乐啦供应链管理有限
公司

柔派小苍兰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4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小苍兰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5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Enssu樱舒小麦胚芽保湿水润百搭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8 广州樱舒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38.5℃爱洁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6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nssu樱舒小麦胚芽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74 广州樱舒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75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TBOX艺术盒子保湿舒缓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77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耕语GeeYuu舒缓清莹冻干粉组合-舒缓
清莹冻干粉+舒缓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2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SUNLOADING韵姿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KEITH BROWN凝时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凝时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凝时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韵姿保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韵姿保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88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KEITH BROWN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2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汇美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1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3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3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3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芙胶原蛋白弹力水感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4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 TRIER 德佳妍活酵母净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44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3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后ZHUIHOU蓝铜肽植萃修护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39 广州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派女人香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0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逸香氛营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4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逸香氛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7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益生菌莹润净透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8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恣莱美伊诗兰顿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恣莱美伊诗兰顿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恣莱美伊诗兰顿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49
广州市白云区自然日用化妆
品厂

mezze媚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レ
ッド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NGIN Refreshing and retro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8 广州素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GIN Retro oil slick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69 广州素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酿颜水澎澎咋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72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茹世家海藻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74 广州春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milk moisturizing repair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each moisture hydration li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父在家植萃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妤堂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59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DER TRIER 德佳妍肌底保湿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600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北芙美肤驻颜玉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604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蜜蔻HUAMIKOU紧致美颜冻干粉组合-
紧致美颜冻干粉+细腻滋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5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水光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61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崑长白山三妙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71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黑玫瑰魅惑磁力三件套-眼线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72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螺旋藻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7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螺旋藻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7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江回螺旋藻水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74
广州市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R TRIER德佳妍蓝甘菊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97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礼淑玫补水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2798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碧海云纱玻尿酸雪肌冻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00
广州市艾霖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媞纳斯红韵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0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JD瓷娃娃臻颜修护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0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ZZ双层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11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16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芙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18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迪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20 广州美蒂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ePim多效修护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2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美肌植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26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兰姿秀海藻保湿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27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舒缓温养草本尊享套-舒缓温
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舒缓温养草本尊享套-舒缓温
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舒缓温养草本尊享套-舒缓温
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3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仲茜美莹润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莹润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莹润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4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优化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优化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优化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雅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0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奢宠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2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霖瑶草本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5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KEITH BROWN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奕草本净颜修护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59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奕草本净颜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60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奕草本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63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北芙蓝铜胜肽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65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多效修护定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68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诗佰姿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69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诗佰姿清透出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1 广州嘉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虾青素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虾青素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虾青素传明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锁堂蒲公英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锁堂蒲公英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锁堂蒲公英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修护保湿水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8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野菜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8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妤堂舒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9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898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舒柔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0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1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康妤堂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5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妤堂舒理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6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7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09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12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13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妤堂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1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蕙质净颜奢护浣涴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25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雅光感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26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雅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27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护浣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28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护浣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29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xymf思余水润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3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视黄醇精华露+蓝酮胜肽逆龄赋
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玉韵温护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玉韵温护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玉韵温护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4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轻畅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轻畅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轻畅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茜乳木果油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黄金胶原蛋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57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九天绿艾草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60 广州九天绿实业有限公司



梵贞男士劲肤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男士劲肤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男士劲肤控油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莲伊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莲伊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EENSTORY深润补水套-密集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枝山 愈颜莹润冻干粉+ 愈颜莹润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枝山 愈颜莹润冻干粉+ 愈颜莹润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枝山 愈颜莹润冻干粉+ 愈颜莹润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深润补水套-修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8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丝迪香氛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2994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鲜汁塑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01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furui科芙瑞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05
广州科芙瑞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Ne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Forehead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Forehead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Forehead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ycyrrhiza Glabra Forehead P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1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御之蕴调理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2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靥玻尿酸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靥玻尿酸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靥玻尿酸原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3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黎芙莎乳木果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4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4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onertou焕颜舒纹水晶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4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nertou焕颜舒纹水晶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4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海洋之水温和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淑香氛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淑香氛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淑香氛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美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2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肌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4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粉妍纤连蛋白冻干粉套-纤连蛋白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纤连蛋白冻干粉套-纤连蛋白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纤连蛋白冻干粉套-纤连蛋白冻
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媛舒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7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茜美莹润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莹润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莹润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7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臻萃美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71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芙莎 氨基酸净润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7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小黑裙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75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颜恋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76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臻.帝美臻润美肌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80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臻.帝美深层净颜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83 广州斑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LKCC修护弹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8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修护弹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8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修护弹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08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鞣花酸透肌精准光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汇美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汇美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1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水解透明质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14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百帮喜悦产后修护草本套-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帮喜悦产后修护草本套-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之蕴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之蕴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茶树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3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姜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4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荒漠孤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荒漠孤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荒漠孤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艾叶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7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四季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柏林少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欧曼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许愿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许愿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许愿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吉岭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5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ePim清透焕颜眼部美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65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LRER·韦雷尔丰盈营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66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FNCO六胜肽冻干粉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NCO六胜肽冻干粉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FNCO六胜肽冻干粉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1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ハイライトフェイスパウダーＳ
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杏圣堂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舒缓均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舒缓均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舒缓均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清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清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清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通透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通透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通透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碧漫草本净妍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3
广州妍碧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杏圣堂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杏圣堂活力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必美私人护肤科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5
广州市润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玛丽 火山岩深层吸黑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8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ZUOFUN脏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脏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脏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9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渐熊果苷酵母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97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闪赞抓不住草本精华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198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 美致时分荷荷巴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2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清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清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清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3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LRCH赋活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09
广州俪人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ZUOFUN孤儿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孤儿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孤儿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赤霞橙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赤霞橙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赤霞橙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积雪草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1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2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郭主任八珍草本精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34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3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カラーマスカラ オーロラ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3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38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40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萊芭秀VC烟酰胺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48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黑莓月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黑莓月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黑莓月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胶原多肽美眸凝时保湿蝴蝶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胶原多肽美眸凝时保湿蝴蝶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胶原多肽美眸凝时保湿蝴蝶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藜芦
醇皙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5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ATMISS晶萃美肤冻干粉组合-晶萃美
肤冻干粉+靓颜柔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7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GREATMISS晶萃修护冻干粉组合-晶萃修
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59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6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活肤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6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6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净肤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68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逆时光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72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世恋人玫瑰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79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迷迭香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1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柠檬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2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甜橙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6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薰衣草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7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8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淡纹免洗鱼尾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1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多效活力亮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沙邦牛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沙邦牛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沙邦牛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郭主任八珍草本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296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尤加利油+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0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尼罗河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尼罗河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尼罗河花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0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白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牧羊少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牧羊少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牧羊少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橙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橙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橙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无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无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无极乌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Eeainel塑颜弹润紧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7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ZUOFUN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冥府之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1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香氛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24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ZUOFUN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鼠尾草与海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2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金缕梅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33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eef玫瑰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34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瑞函寡肽复活草修护紧肤套盒-寡肽复
活草修护紧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37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瑞函寡肽复活草修护紧肤套盒-寡肽复
活草修护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42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春娆盈润修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4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多效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4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多效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4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伊斯丽氨基酸多效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4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函寡肽复活草修护紧肤套盒-寡肽复
活草修护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50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瑞函寡肽复活草修护紧肤套盒-寡肽复
活草修护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53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达媛丽康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54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春娆烟酰胺亮肤补水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娆烟酰胺亮肤补水滋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5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莱美草本亮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64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 SOUL葡糖苷婴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74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聚致汇美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8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颜坊臻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臻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道臀部养护套-伊道臀部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5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道臀部养护套-伊道臀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7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道臀部养护套-伊道臀部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399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道臀部养护套-伊道臀部清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04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JOVISSE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树研简法自然鲜萃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44 广州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5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烟酰胺蛋白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渼源富勒烯温和净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73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达媛丽康腹部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76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达媛丽康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79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达媛丽康美酥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2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达媛丽康腰背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4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达媛丽康淑女动力舒展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5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菁润堂富勒烯逆龄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7
广州庚达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温热）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温热）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丽丝酵素头皮呵护滋养露（温热） 粤G妆网备字202013348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金钻灵动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369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润莱薰衣草枕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3699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珀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01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滋色炫彩纤翘睫毛膏（多效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1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UBAOLI古宝丽酵母植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19 广州迪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集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2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2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22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味拾光牛奶莹润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25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NKi薇安琪森林大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37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嘉一百分钟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44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石斛语苹果干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4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思嘉玫瑰花水美肌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49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VioNKi薇安琪邂逅清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53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55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雨衣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6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纪美伊氨基酸邂逅盈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86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甘草酸二钾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89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奢宠白金紧致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0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2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3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丝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6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隐形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8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799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0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解蛋白提拉微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解蛋白提拉微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解蛋白提拉微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柔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5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活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09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水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10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晶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13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羊胎素蛋白酵母安瓶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羊胎素蛋白酵母安瓶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羊胎素蛋白酵母安瓶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1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2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莲达畅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38 广州富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5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5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5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参林烟酰胺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54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语传奇持久化妆橙咖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67
广州石斛语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Ofe小分子玻尿酸导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2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焕颜水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焕颜水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焕颜水润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娴坊肌底修护因子冻干粉+肌底修护
因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6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见名匠润肌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79
广州御见名匠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MY·BEAUTY FACE 蚕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蚕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蚕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澜姿美肌焕颜膜+美肌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4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菲梵肌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8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梵肌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889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集草惠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EMG佐目仙人掌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12 广州左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EMG佐目纳米金滚轮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13 广州左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迷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2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2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2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清堂时光肌龄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26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色玫瑰倍润保湿精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36 广州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ANSE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39 广州晚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可修益生菌百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51 广州益可技术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5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
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
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
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缦缔烟酰胺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烟酰胺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烟酰胺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熊果苷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5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色美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瑞莎氨基酸复活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复活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复活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色美肤保湿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瑞莎氨基酸樱花养肤滋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樱花养肤滋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瑞莎氨基酸樱花养肤滋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泊色美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色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益孝堂生姜氨基酸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生姜氨基酸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生姜氨基酸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399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色草本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俪姿颜玫瑰逆龄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4 广州铭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色美肌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修护肽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色清肌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娜蜜菲尔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1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洋甘菊舒缓清肌保湿卸妆水
（眼唇）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1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柏安清盈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21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23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红石榴留香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25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BELLA寡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27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37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LPOOL RAZOR BUMPS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LPOOL RAZOR BUMPS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LPOOL RAZOR BUMPS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ALPOOL RAZOR BUMPS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益孝堂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MONI Hair Argan Oil Nutrition 
Infusing Masque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3
广州罗赫莱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RMONI Hair Ginger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4
广州罗赫莱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RMONI Hair Ginger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45
广州罗赫莱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曼尼尔密集补水紧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57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莎草本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87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滨
海刺芹紧致冻龄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滨
海刺芹紧致冻龄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滨
海刺芹紧致冻龄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葡
聚糖酵醒肌活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葡
聚糖酵醒肌活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葡
聚糖酵醒肌活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CLEANS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CLEANS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CLEANSING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岐吉净颜亮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 360° SPEEDY CAL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SPEEDY CAL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SPEEDY CAL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7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7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7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8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8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8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REAMY  HAIR  MASK   A5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REAMY  HAIR  MASK   A5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REAMY  HAIR  MASK   A5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保湿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4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的家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5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菲果粒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1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圆美妆真我清爽水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48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华姿玻尿酸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49 广州悦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6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70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缇丝经典香氛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73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缇丝经典香氛净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76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3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4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4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4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5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5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5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6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6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0NER  F6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水润清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水润清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水润清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1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珍珠润泽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0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蒸九制温润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07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BiBi 温和净透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15
广州市黛西西里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安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安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安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鲟鱼子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鲟鱼子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鲟鱼子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青春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71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美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美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美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8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臻颜亮肤修护晶粉+臻颜亮肤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8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臻颜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295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博拉焕颜紧肤粉+焕颜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博拉焕颜紧肤粉+焕颜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博拉焕颜紧肤粉+焕颜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奥龄精华冻干粉+奥龄精华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1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琦方柏草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焕嫩自然恩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2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自然恩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2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自然恩典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32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UVRUINO欧薇睿诺佰草御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UVRUINO欧薇睿诺佰草御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UVRUINO欧薇睿诺佰草御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琳达儿Colindaerr红石榴鲜亮活采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雅莉臻品清透隔离防护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03 广州顺安化妆品有限公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清凉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清凉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清凉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乐爽草本精华男士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98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洁乐爽草本修护湿清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599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洁乐爽眼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16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皙淑多效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18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多效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19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富勒烯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25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呆呆鹅银河系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呆呆鹅银河系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呆呆鹅银河系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微肽精雕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微肽精雕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微肽精雕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3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3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3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能量舒缓植萃套-能量舒缓植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54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6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6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6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RDLY丝柔丰润哑光唇釉SR02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71 广州奈美贸易有限公司
灏媛至臻焕肤修护套焕肤呵护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76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灏媛至臻焕肤修护套盈润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78 广州灏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醉堂草本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草本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草本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69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爱思西红柿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2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3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3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3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4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4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庄女孩缤纷锁色不沾杯口红04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爱思西兰花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13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美琦妍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雅莱圣菲AROSANF玻尿酸盈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0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春玉澜雪高山雪莲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玉澜雪高山雪莲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玉澜雪高山雪莲花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莱圣菲AROSANF玻尿酸盈润补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2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玻尿酸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3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氨基酸盈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24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恩奈斯黄金丝润紧致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43 广州市翊宁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小苏打火山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小苏打火山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伊莱小苏打火山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由西 天鹅颈细滑眼线液笔（酷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52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颜值富勒烯水透亮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69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新靓琪颐养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74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由西 天鹅颈细滑眼线液笔（树
莓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76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玻尿酸靓肤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82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朝阳瓷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87
广州和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妍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97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矿婷晶体 眼部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眼部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 眼部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7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眼部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0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美人芯滋养嫩肤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0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迈维斯二裂酵母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06 广州市明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B-Fans'Z释颜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07
广州碧凡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藤花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16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2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贞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爱青春长多效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6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我爱青春长二裂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68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希肤堂灵芝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69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77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7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靓 熊果苷弹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0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AMIYOO丹友葡萄籽沐浴露（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6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88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0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靓 熊果苷提亮弹嫩美肌霜（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1
广州苏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舒润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4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鲟鱼籽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鲟鱼籽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鲟鱼籽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美时光水润精华冻干粉+水润精华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紫晶莓莓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4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冻干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冻干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铜肽冻干粉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琦妍活性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AIWEN爱雯水蜜桃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49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虾青素冻干粉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虾青素冻干粉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虾青素冻干粉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 SONDER滋养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61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希烟酰胺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65 广州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美时光纾皱多肽冻干粉+纾皱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92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能量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4999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虾青素焕活靓肤冻干粉
组合-虾青素焕活靓肤冻干粉+焕肤提亮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02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蓝铜
肽焕颜轻奢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05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蓝铜
肽焕颜轻奢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0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蓝铜
肽焕颜轻奢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0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WEN爱雯蓝莓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29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EN爱雯牛油果温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32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3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3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3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六肽提拉天鹅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39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韵姿草本滋养套装-韵姿草本精
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 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 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 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美肌舒护精华套装-舒护草本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WEN爱雯樱花温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48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EN爱雯牛油果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57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EN爱雯樱花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61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嫩肤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嫩肤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嫩肤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俏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俏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臻美俏姿套装-俏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安斯茄子净颜小圆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6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说氨基酸净透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79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炫韵温护套装-炫韵温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0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梵之泉维生素Ｃ美颜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5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倍护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7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倍护舒缓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09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倍护舒缓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11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 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 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 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2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丝迪女人香香氛滋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28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星闪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4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茵妮植萃精华护理套组植萃精华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63 广州贝茵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肤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79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腿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9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腿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9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腿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19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莳冰淇淋莹嫩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1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婲草美蓉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2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美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约美吧天鹅丝绒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6 广州传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0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尚妃LIANSHANGFEI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0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背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背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背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无界索玛花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背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21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臻萃活颜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13
广州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Pafanni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1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1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1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EQUA沛泉花漾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23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三春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春荟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逗班箐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逗班箐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逗班箐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IS OR ISN′T高光香氛琥珀金控油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57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佰媚纤娇弹力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60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3紫
晶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6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éLODIE&JO山茶花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69
梵可（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5红
柿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0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御之蕴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城美人植萃玲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城美人植萃玲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4柿
子茶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迷她 沉醉之吻流畅眼线笔（BRONW）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7 广州米琪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M112
粉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7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纤娇紧致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2
广州佰媚纤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7熟
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冰城美人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城美人植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5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melo卡玫罗炫彩极光单色眼影-K26游
乐园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8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诗微娜恣情晚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恣情晚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恣情晚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8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IS OR ISN′T高光香氛珠光白滋润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497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露思美瑞3D黄金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02 广州露思卓儿科技有限公司
ZUOFUN乌木沉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乌木沉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乌木沉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33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ΛNCHEE原植橙花水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ΛNCHEE原植橙花水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ΛNCHEE原植橙花水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城美人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6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冰城美人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6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LIAO绿茶植物精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87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R SHOP 氨基酸多重柔润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氨基酸多重柔润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氨基酸多重柔润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石榴精萃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弥清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韩弥肌底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59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英娜姿 幼肌多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幼肌多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幼肌多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LIAO樱花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11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雪柏丽玻尿酸水光彭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16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TK PRO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22 广州妃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福豆修护冻干粉+幸福豆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3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福豆修护冻干粉+幸福豆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3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福豆修护冻干粉+幸福豆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37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伊岁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48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6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6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6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HAMPOO  P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HAMPOO  P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HAMPOO  P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CONDITIONER  P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CONDITIONER  P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CONDITIONER  P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6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6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6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67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香香兰妮魅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68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MUMBAI  SHAMPOO  MU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AMPOO  MU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AMPOO  MU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2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多姿美肌溶媒液+美肌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多姿美肌溶媒液+美肌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多姿美肌溶媒液+美肌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采薇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6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瑞特苦参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06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DND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0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QUA沛泉盈亮顺滑精油香氛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12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IYEONSOO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18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之旅 烟酰胺香氛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24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格美脐带血精华蛋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30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SO烟酰胺海盐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41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美瞳防水持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51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辰欧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5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人世佳亮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66 广州万大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仲茜美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草本轻感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天然植物净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8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ITi 芭碧缇奢养净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784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米丝芭莉 富勒烯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富勒烯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富勒烯瓷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魔幻美颜灯持妆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25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EEPURE菲朴多肽抗衰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36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EEPURE菲朴多肽胶原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38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妮缘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佰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玻色因复颜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53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玻色因复颜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54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玻色因复颜嫩肤亮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55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玻色因复颜嫩肤亮颜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56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薄荷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60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薄荷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60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U.YI尤一水光精华小蘑菇嘭嘭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6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72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XIACLEAN夏纯玻色因复颜嫩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74 广州曼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星闪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75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石墨烯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79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瑟泉氨基酸温和亮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886
广州琳瑟妮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洋伊贝轻奢初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5 广州伊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素妮香薰臻养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素妮香薰臻养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素妮香薰臻养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7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修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水凝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佳宜净透保湿小布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4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焕颜透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焕颜透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焕颜透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赫丽六胜肽水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20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亦素润舒润多肽亮肤冻干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30 广州品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明玑蛇毒肽冻干粉组合-蛇毒肽冻干粉+
蛇毒肽甄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44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施慕六胜肽水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46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玖康美赋活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诗欧净颜补水修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诗欧净颜补水修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诗欧净颜补水修护泡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5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诗欧补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诗欧补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诗欧补水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56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之旅 氨基酸香氛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60 广州新肌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shampoo  LM18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shampoo  LM18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shampoo  LM18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conditioner   LM19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conditioner   LM19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conditioner   LM19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Hair  Mask   LM2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Hair  Mask   LM2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MAFOFO  Hair  Mask   LM21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玑富勒烯冻干粉组合-富勒烯冻干粉+
富勒烯甄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6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虾青素亮颜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
干粉+虾青素甄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77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81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淳瓷肌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0 广州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YEONSOO维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4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ZK情蜜之吻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6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故事初见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7 广州乐呵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多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多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多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59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弹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管佳胸部滋养精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2
广州慧天明好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肤管佳胸部滋养精油II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3
广州慧天明好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名淳瓷肌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4 广州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荻苇草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6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碧漫草本清妍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07
广州妍碧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鲟鱼子提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鲟鱼子提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活颜金鲟鱼子提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玫瑰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龙父  滋养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4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父  滋养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4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龙父  滋养修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4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媛美六胜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51
广州市岷发投资咨询有限公
司

港雅雅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62 广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炫彩纤翘睫毛膏（蜜糖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75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炫彩纤翘睫毛膏（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78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妍堂花漾焕活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79 广州鹤曦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活力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活力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活力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弗敦冰沙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冰沙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冰沙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0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珊朵啦侧柏叶补水润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2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YEONSOO富勒烯灯泡肌水雾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4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初小熨斗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6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兮六胜肽水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8
广州市天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WADA  SHAMPOO  Mu48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48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48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49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49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49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5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6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1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1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1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2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2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2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弹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2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纷秒柔烫染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43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蓝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肽冻
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44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紧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5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紧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5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紧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5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炫彩纤翘睫毛膏(蓝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55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炫彩纤翘睫毛膏(粉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56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荨芳美肌氨基酸美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62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玑富勒烯弹嫩冻干粉套盒-富勒烯弹
嫩冻干粉+焕活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67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蔓秀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0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蕴诗本草当归人参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2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红尘素锦雕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红尘素锦雕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红尘素锦雕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4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之美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6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明玑富勒烯弹嫩冻干粉套盒-凝时嫩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187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光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07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墨颜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瑾蕾  玫瑰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27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净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2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MIYEONSOO黄金胶原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0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初龄时光清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5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净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6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水沐妆媛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之美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39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初龄时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0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净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慕芳华蓝睡莲啵啵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睡莲啵啵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蓝睡莲啵啵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初龄时光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3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净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初龄时光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6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初龄时光晚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8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沁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4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舒沁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0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舒沁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焕采莹润暮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2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沁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3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焕采莹润炫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5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焕采莹润朝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59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焕采莹润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62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焕采莹润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66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怡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6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黄金水光晶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68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怡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6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黄金冰晶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0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怡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3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伴奏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多聚谷氨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怡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7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mezze媚族多聚谷氨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多聚谷氨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多聚谷氨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弗敦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弗敦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8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3#枫
塘丽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3#枫
塘丽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3#枫
塘丽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2#魅
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2#魅
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2#魅
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1#烈
焰柔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1#烈
焰柔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1#烈
焰柔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4#典
雅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4#典
雅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炫彩丝绒柔雾口红604#典
雅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013639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颜BIOISIS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
蓝铜肽焕颜轻奢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0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柳眉芙蓉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29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珏之谜青刺果维C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4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年草坊草本焕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0
广州佰年草坊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慈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慈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慈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蛋白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蛋白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蛋白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OUSIQI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IQI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IQI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钒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要颜氨基酸净肤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6
广州初禾服饰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熹莳植萃精华焕肤发酵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7
广州萌想季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康薇美表皮多肽修护冻干粉+表皮多肽
修护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79 广州蝶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宫主碧芙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90 广州盛源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卡诗秀植萃滋养人参氨基酸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95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诗秀牛油果氨基酸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97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诗秀山茶花氨基酸轻盈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499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贝诗美肌润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0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漂亮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12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全慈冻龄弹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慈冻龄弹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慈冻龄弹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百合邂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2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拾叁秒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40 广州丽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4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水玲珑胶原蛋白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52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胶原蛋白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52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胶原蛋白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52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胶原蛋白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52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洋甘菊舒缓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57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三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LAIYA时尚立体防水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78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富勒烯糖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79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扬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1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2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淳山羊奶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6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7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59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00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幽滋养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01 广州市白云区华慧化妆品厂
LUCKYFINE柏林少女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柏林少女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柏林少女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CBR寡肽冻干粉润弹修护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润弹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4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CKYFINE银色山泉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银色山泉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银色山泉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1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色轻盈水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皇家瑞蔻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2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uanEccS爆爽滑滋养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3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诺尔赋能深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5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aiya princess立体柔美方形自动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28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uanEccS八倍顺水润亮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31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瑞蔻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32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颜美村水杨酸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33
柏青（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anEccS四季柔水润亮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34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瑞蔻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3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ABITi 芭碧缇奢养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59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6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uanEccS超级润滋养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67
广州璐易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米蔻氨基酸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7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1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5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玥伊人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697 广州天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五肽六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0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新机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新机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新机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赋活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08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亮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YCNRS艾上桃花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1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纤连蛋白冻干粉+琦方柏草纤
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纤连蛋白冻干粉+琦方柏草纤
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纤连蛋白冻干粉+琦方柏草纤
连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2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印良品黄糖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2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萊芭秀视黄酸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29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活性肽冻干粉+琦方柏草水润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活性肽冻干粉+琦方柏草水润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活性肽冻干粉+琦方柏草水润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姬蔻YaaJiCoo蓝铜胜肽紧致冻干粉组
合-蓝铜胜肽紧致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51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韩翳焕彩明眸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69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SMO净澈清爽蓬松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72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EDO Morocco Herbal Hair Car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Morocco Herbal Hair Car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OEDO Morocco Herbal Hair Car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7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3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 香氛营养高浓保湿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5 广州市高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毛孔清洁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7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世金方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伦敦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伦敦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伦敦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翳氨基酸丝滑水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07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水润滋润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0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水润滋润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0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水润滋润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0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冰淇淋樱花香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1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绮肌 雪净无暇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0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绮肌 雪净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1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丽媛 珍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珍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珍珠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绮肌 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3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绮肌 雪净无暇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6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绮肌 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28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绮肌 活性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30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翳血清蛋白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33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珍珠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珍珠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珍珠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3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 蓝韵神采精油套组-蓝韵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5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谊善堂 蓝韵神采精油套组-神采草本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5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Q beauty黄金年代防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5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爱丝玫瑰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58
广州市花薇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炫彩封面玻色因手部滋养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5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燕麦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燕麦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燕麦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薰衣草舒缓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薰衣草舒缓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薰衣草舒缓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雨洛美塑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69 广州雨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事后清晨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事后清晨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事后清晨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世腹美龄修护冻干絮+腹美龄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6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Massage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Nose Lift Up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Nose Lift Up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Nose Lift Up Essential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YJR  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微肽奢宠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微肽奢宠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微肽奢宠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8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苍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温和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女神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15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goci果亲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25 广州优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4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47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BP石墨烯补水润泽清洁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石墨烯补水润泽清洁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BBP石墨烯补水润泽清洁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2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清新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清新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8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韩翳血清蛋白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59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豆猫土豆泥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0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S细致修护多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2
广州美货宅配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焕颜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焕颜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焕颜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3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调理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调理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约肤缇YUEFUTI美肤调理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65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格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71
广州伊特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粉妍植萃多效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多效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多效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兰妍氨基酸活肤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92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MINI丘米尼椰果清凉补水植物纤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6993
广州市格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翳润颜沁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00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亮彩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19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20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亮彩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23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时光四季逆龄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四季逆龄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四季逆龄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ISSON 海洋之芯精萃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43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橄榄精粹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橄榄精粹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橄榄精粹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珂臻皙亮颜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49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萫鑒天然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56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馥美莉笙人参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5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美莉笙人参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5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美莉笙人参亮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5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敷番茄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63
昆仑技术研究（广州）有限
公司

前敷番茄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64
昆仑技术研究（广州）有限
公司

萫鑒天然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65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素妍春仙人掌锁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66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粉妍酵母胶原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胶原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胶原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胎盘素冻干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83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富勒烯冻干粉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8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双头自动眉眼笔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驻颜泉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泉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驻颜泉 清肌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佰玉颜时光焕颜组合-龙血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1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植佰玉颜时光焕颜组合-时光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1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神经
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神经
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神经
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孚容荳荳二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绿一堂 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一堂 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一堂 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孚容荳荳植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3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玻色因多肽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QUKNA高清遮瑕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58 广州婕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色青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18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百思卡卡羊胎素酵母润透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羊胎素酵母润透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思卡卡羊胎素酵母润透精华液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颜神韵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31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鎏金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4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烁颜芝草本艾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43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蔓秀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46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芊诗花青素肌肤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61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osmu和舒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7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蓝铜
肽焕颜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8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yelash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297 广州合龙商贸有限公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13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方柏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方柏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婉裳荷缘水韵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裳荷缘水韵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婉裳荷缘水韵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2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美肌保湿酒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36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诗花青素肌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41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烁颜芝艾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43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修姜素植萃养护套-姜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46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透亮多肽皙焕颜冻干粉+肌底
修护溶酶液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47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修姜素植萃养护套-姜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66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颜圣玉净颜亮皙焕肤套组-净肌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70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颜圣玉净颜亮皙焕肤套组-净肌焕颜修
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73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纤媚魔颜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77 广州宗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修姜素植萃养护套-姜素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79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亦禾富勒烯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83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ic Lynn氨基酸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87
广州宝斐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干静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8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干静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8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干静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8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查西态平衡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90
广州欧嘉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博蔻柔丝酸性蛋白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94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查西态滋养轻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95
广州欧嘉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色水凝清透隔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398 广州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烟酰
胺多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烟酰
胺多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烟酰
胺多维修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12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浓缩羊胎素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19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兰荟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22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洛煌笈雕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32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34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脐带精华肌因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57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UNEK双效保湿定妆喷雾（水光亮面）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58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暨馨初颜聚美多肽抚纹套-聚美多肽抚
纹冻干粉+聚美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60
广州飞华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NEK流光润泽定妆喷雾（柔焦雾面）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63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科肤泉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66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DDF & Camille DC五谷萃取滋养去屑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67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ISURE润通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70 广州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玫瑰王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84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绮肌 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性肽修护
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487
泉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纯净肤清爽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11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嫩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1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敦乐赞细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24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采维·秀烟酰胺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AISURE玻尿酸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38 广州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姿兰多肽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2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 富勒烯紧致嫩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 富勒烯紧致嫩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 富勒烯紧致嫩肤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小魔裙火山泥亮肤香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玫瑰保湿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49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海泥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海泥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海泥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海泥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保湿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保湿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保湿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保湿成分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5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美汇 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 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美汇 芳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TTEMAY苹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TTEMAY苹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TTEMAY苹果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WILDING CARE洋甘菊守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81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马鞭草欢心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82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嬌瑪仕晶采保湿紧致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晶采保湿紧致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晶采保湿紧致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色玉女桃花轻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82 广州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SO维C嫩肤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88 广州蜜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蜗牛原液净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89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兹美薰衣草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9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诗净颜护肌透薄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95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兹美 女士控油洗发露（青柠控油平
衡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37696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KΛNIDI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01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MANYUK嬷嬷宝黑头净化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12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ΛNIDI甘草呵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14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美时光嫩颜精华冻干粉+嫩颜精华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23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斑堂靓颜修护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斑堂靓颜修护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斑堂靓颜修护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芝堂富勒烯紧致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Nutrobelle ANTI 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Nutrobelle ANTI 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Nutrobelle ANTI 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Nutrobelle ANTI AG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金芝堂富勒烯修护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4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二裂酵母锁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5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青瀛王妃腿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腿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腿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颜氨基酸酵素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74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蒙丽丝璀璨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86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鲜萃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鲜萃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鲜萃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澜娜老姜汁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7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老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798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ARRE梦格莉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02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珊瑚舒缓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04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颜美代 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06
广州光学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逆时光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09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派女人香净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12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老姜汁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14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女人香营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15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1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蔻水润蛋白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0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MANYUK嬷嬷宝毛孔修护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1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MANYUK嬷嬷宝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3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代妮曼多肽颐养灌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甄乙酰小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8 广州澳婵时装有限公司
代妮曼多肽颐养灌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3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多肽小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4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蜗牛原液净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47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塑美时光修护精华冻干粉+修护精华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49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K梦幻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K梦幻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K梦幻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5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富勒烯焕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6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二裂酵母活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7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SiSYPHUS极净调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75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花佰草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藜芦
醇皙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7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NHERB海洋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78 广州众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派女人香营养补水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8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燕窝补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78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型日记滋养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192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晨露鲜润丰沛补水原汁 粤G妆网备字2020138198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清养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19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造型日记去屑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02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富勒烯修护清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0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青瀛王妃腰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腰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腰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富勒烯滋养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青瀛王妃腹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腹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瀛王妃腹部盈姿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伴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芝堂二裂酵母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二裂酵母逆龄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1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金芝堂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2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塑美时光淡纹精华冻干粉+淡纹精华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25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尚美 玻色因微精华抗初老-修护精华
原液+修护精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2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二裂酵母焕颜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2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雅莱圣菲AROSANF二裂酵母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38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5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5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5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骆驼奶沙漠肌营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水润修颜妆前隔离霜（皙肤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5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洛香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洛香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洛香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6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茵妮植萃精华护理套组植萃精华萃取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73 广州贝茵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3Q beauty璀璨造型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8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派小苍兰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28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细致精准造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00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经典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经典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星空璀璨嫩肤沐浴露（经典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桃花泉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花泉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花泉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4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花泉玻尿酸桃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花泉玻尿酸桃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花泉玻尿酸桃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15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zze媚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2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2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2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姿爱丽茄子清透泥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23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米韵芙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4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琦蓓弹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弹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弹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滢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滢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清滢娇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调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RASHINE 液态发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38
广州荃智美肤生物科技研究
院有限公司

心渼康烟酰胺灯泡肌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41
广州心渼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逆时光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46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派免洗喷雾护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62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荆楚龙健肤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70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好孝心山羊奶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73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纤溪堂植萃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7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溪堂植萃膜+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77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IUS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86
广东万诺达药妆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8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399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浅色美肌养肤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优肌源多
效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优肌源多
效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优肌源多
效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云感透亮柔肤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云感透亮柔肤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云感透亮柔肤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尚美 臻采美颜保湿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浓安瓶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4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2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3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润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润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骆驼奶润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0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玻尿酸保湿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妙兰贵妇零点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6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6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6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4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态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495
广州市子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蓝铜肽溶媒液+蓝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蓝铜肽溶媒液+蓝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蓝铜肽溶媒液+蓝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俪娜姿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效焕
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24
广州芭赫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舒缓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舒缓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舒缓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potier野菊花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27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dicRoller海洋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海洋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海洋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3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霸王龍滋养修护型洗发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41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kira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kira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kira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4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DAY FOR NIGHT加密嫁接式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4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乐敦乐赞多效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56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MONHERB海洋舒缓高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57 广州众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斗色丝素蛋白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66 广州玳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LUOSHA贝洛莎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0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色花之吻祛角质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祛角质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祛角质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烟酰胺焕颜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5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当归净颜嫩肤草本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当归净颜嫩肤草本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当归净颜嫩肤草本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LUOSHA贝洛莎海藻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81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 ピカソアイシャドウ B12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8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ピカソアイシャドウ B13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8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拉菲罗拉玻尿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9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拉菲罗拉玻尿酸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594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璀璨星空鎏金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08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戴妃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2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27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ZUOFUN事后清晨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事后清晨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事后清晨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桃金娘加州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桃金娘加州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桃金娘加州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FUN东京柑橘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5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草本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6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阴故事天后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阴故事天后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阴故事天后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涅肤 女士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8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韵秀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韵秀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韵秀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6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奢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芊韵姿秀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芊韵姿秀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昕姿芊韵姿秀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斯莱丝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帝斯莱丝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7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TIGNELLR婷奈儿竹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竹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竹炭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69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皇后玻尿酸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30 广州小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寡肽烟酰胺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寡肽烟酰胺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寡肽烟酰胺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羊胎素滋养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靓颜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MA  PALACE  玫瑰亮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58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DERMA  PALACE 牛油果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63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DERMA PALACE  西柚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65
美颜宫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資秋田补水舒缓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7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里里多效修颜隔离霜（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82 广州扶摇传媒有限公司
深语水凝多重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84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8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879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说轻透柔光四格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8803 广州和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敷坊 敷尚美私人定制甘草修护舒缓
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805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ΛNXU兰絮羊初乳去角质柔嫩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8806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PM焕颜眉乳(P308) 粤G妆网备字2020138810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M焕颜眉乳（P322） 粤G妆网备字2020138822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俊美喷喷秀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67 广州泽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闪赞烫染修护水光酸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75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PM定色眉乳（P266）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78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雅斯美斯紧肤美颜冻干粉+紧肤美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84 广州华越科技有限公司

PEQUA沛泉清爽去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92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陈氏琪肌草本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095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米烁焕新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02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兰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OCHIE莹润眉乳（深咖啡G215）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04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欧米芙痘根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米芙痘根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米芙痘根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水感持妆丝滑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3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舒畅调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斯谧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7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韵美升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2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韵美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32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温馥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3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温馥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37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RZ宾姿玻尿酸原液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2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植素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4
广州市蜜植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澜坊多肽复合修护冻干粉+复合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47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签吻芳颜多肽复合修护冻干粉+复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53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活修护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PEQUA沛泉丝滑柔顺精油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58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姿沿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0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辛季元 臻悦黄金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1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 臻悦黄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3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 臻悦黄金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4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 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7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 臻悦黄金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7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草本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83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仲茜美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仲茜美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只松鼠氨基酸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89
广州三只松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陈氏琪肌草本修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91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美皙深层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93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靓琪珍珠净透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3919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美婕龙之吻男士香氛洗发沐浴洁面乳
（3合1）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0
广州利康元医学科技有限公
司

妮嘉博士小分子多肽嫩肤冻干粉+小分
子多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1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妮嘉博士小分子多肽水润靓肤冻干粉+
小分子多肽水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3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益孝堂太子参嫩滑香水搓泥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太子参嫩滑香水搓泥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太子参嫩滑香水搓泥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嘉博士小分子多肽皮膜修护冻干粉+
小分子多肽皮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17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妮嘉博士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20 广州妮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桑春雪黄金胶原蛋白套装-黄金美容液+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24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浓密卷翘双管睫毛膏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2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ACHIC纯净洁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CHIC纯净洁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CHIC纯净洁颜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6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留香陶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留香陶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醉堂留香陶醉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围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围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围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芭拉 蜂蜜滋养蓓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蜂蜜滋养蓓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蜂蜜滋养蓓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明眸亮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 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寡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7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戴妃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戴妃舒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7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戴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88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康婷赋能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9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之悦赋能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293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葡萄籽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清颜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0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Hide Color藏色指甲油H096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09 广州藏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de Color藏色指甲油H090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14 广州藏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Hide Color藏色指甲油H091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16 广州藏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芝牛奶蜂蜜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19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悦聚邦益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益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ハイライトフェイスパウダーＳ
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2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世肌初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2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纷雨花园蚕丝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48 广州锐清知行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靓颜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靓颜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靓颜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纳米金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寻找蝴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寻找蝴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寻找蝴蝶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蕾红牡丹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69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IV星钻璀璨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39398 广州启宸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活漾植萃清润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0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子语诺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0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婷艾草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艾草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艾草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3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亮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烟酰胺水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19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富勒烯舒缓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2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ma-Q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Epidermal Growth Fa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Carvia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Carvia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Carvia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Carvia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幽净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2 广州市白云区华慧化妆品厂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3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Derma-Q Hyaluronci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Hyaluronci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Hyaluronci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Hyaluronci Acid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Active Vita C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Active Vita C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Active Vita C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Active Vita C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Pure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Pure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Pure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Pure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Vitamin C Re-activ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Vitamin C Re-activ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Vitamin C Re-activ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Vitamin C Re-activ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3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WEN爱雯牛油果透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41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AIWEN爱雯樱花透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42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 女神素颜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 女神素颜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 女神素颜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rma-Q Ultra Calm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Ultra Calm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Ultra Calm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rma-Q Ultra Calm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婵宫 山羊奶水感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2 广州婵宫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牛油果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4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手臂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手臂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手臂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腰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腰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腰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5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颜神韵水光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2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薇娜奢臻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69 广州九越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7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吾艾您沁水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75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奴 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78 广州和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筑芙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80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氨基酸温和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氨基酸温和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氨基酸温和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存熙臻颜水漾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94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珀雅雪莹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9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9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49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相对密度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相对密度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相对密度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田美芙 火山泥清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2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美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3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菲复合精华头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4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芸清堂焕颜新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0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铜肽微晶粉+芸清堂融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0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茉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茉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茉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IZYO昕姿·源亮妍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40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沿修颜冻干粉+修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52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O'BISHA欧碧莎魅惑香氛清屑舒润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55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魅惑香氛去油润养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5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田园闺蜜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6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艾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6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雷施雅黛老姜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6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simeilan五花肉幻想家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70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beam香吻香妍贵妇美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71 广州公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7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雷施雅黛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7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MISSEAL慕之养青春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79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YCNRS艾上桃花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9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59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0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YLYLE紫苏竹炭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06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柳色岑香植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0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1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洁悠美冰川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13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滑溜溜搓泥宝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3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滑溜溜搓泥宝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3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滑溜溜搓泥宝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3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绚魅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39641 广州绚魅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菲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菲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菲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7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落施百变哑光动感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39795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色玫瑰菁纯水润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798 广州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 360° AHA BALANC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AHA BALANC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i 360° AHA BALANC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0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丝蕊柔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1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丝蕊柔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1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丝蕊柔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1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官宣语蜂蜜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22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露莹肌肽虾青素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肌肽虾青素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肌肽虾青素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0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尤一金牌水嫩气垫CC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净颜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6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玲珑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9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9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9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珑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89 广州科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90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ZYO昕姿·源亮妍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9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92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瑞姿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897 广州美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素瑞姿养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00 广州美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人间尤物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间尤物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间尤物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1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慕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23 鹏奇（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3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润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润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润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4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ZLMI采姿兰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4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4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养肌清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5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dour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39962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乳糖酸苦参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22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臣轻盈柔顺洗护套装轻盈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23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淇康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人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腹美龄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55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沿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60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姿沿保湿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66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姿沿保湿水润冻干粉+保湿水润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69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泊颜美之生物靓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生物靓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生物靓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沿逆龄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1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梦丽媛血燕韵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韵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韵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淳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8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BBY补水保湿精华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094
广州家宝贝互联网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玫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01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咖啡因熬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ZUSIA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4 广州长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漾春芽修护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18 广州念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小黑裙营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2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沿冻龄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4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瑞丽芬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丽芬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丽芬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宜小黑裙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4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得喜六胜肽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4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宜小黑裙盈润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4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山羊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山羊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山羊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KQ BEAUTY保湿润肤清爽遮瑕粉底液#
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4 广州璐昕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妙兰贵妇净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妙兰贵妇丝滑亮采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5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漾春芽修护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62 广州念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63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ZUSIA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71 广州长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沿清肌修颜冻干粉+清肌修颜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73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姿沿清肌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74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芊淳山羊奶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8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魅惑香氛轻柔耀亮修护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8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洛煌笈遮瑕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2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1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02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酵母鲜养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03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姿沿冻龄紧肤冻干粉+冻龄紧肤溶媒+冻
龄紧肤肌秘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12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姿沿冻龄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14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人间尤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间尤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间尤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2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透明质酸钠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3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颜国际抗衰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40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年蔻燕窝奢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42
广州市逸美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慧欧牛油果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3
广州美姿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洗水坊浪漫花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浪漫花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浪漫花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SUNLOADING舒韵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MOONEEDY型随芯动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59 广州广协贸易有限公司
魔斑夫人蜗牛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6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舒韵呵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6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舒韵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7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舒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76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姿沿逆龄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83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化莺岑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8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莺岑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8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化莺岑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8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斌黄芪紧致玉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89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千益足植养舒净浓缩沐足液（多层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91 广州益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沿逆龄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97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姿沿逆龄嫩肤冻干粉+逆龄嫩肤溶媒+逆
龄嫩肤肌秘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0298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龙兰特樱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0 广州海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博士妍紫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3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渼源花漾甜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6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洗水坊薰衣草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薰衣草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薰衣草香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07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馥媚诗植萃芬芳亮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10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滋芸双分子玻尿酸原液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1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洗水坊香水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1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香水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1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洗水坊香水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18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新靓琪珍珠盈润保湿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2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奇风裳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奇风裳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奇风裳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漾春芽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33 广州念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美致亮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37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5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植力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53
广州植力中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6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世清颜美肌冻干絮+清颜美肌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1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酵母鲜养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6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IRY RABBIT 仙兔维生素CE复合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7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 仙兔维生素CE复合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7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 仙兔维生素CE复合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7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7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慧美诗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87 广州市紫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美诗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91 广州市紫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喆萱草本凝萃润养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39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2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摩嗳思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0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 蓝铜胜肽日夜抗皱精品套装-
修护精华原液+修护精华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QII多肽净颜祛痘套盒-多肽净肤祛痘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芳芯萃祛痘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41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二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4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7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7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妮雪肤珍珠精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7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498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玫瑰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0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2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4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羽焕采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羽焕采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羽焕采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09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妍熙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10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玫瑰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0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莎迪亚奢丽幻魅镜面唇釉（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1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溪浴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丝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丝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丝滑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萨仕克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5 广州菡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色炫彩精细眼线液笔（焦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7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草本植萃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05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洛煌笈腮红高光一体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13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花溪浴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AIRBOOM 劲爽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18 广州汉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花溪浴强韧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强韧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强韧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植萃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植萃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溪浴植萃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炫彩精细眼线液笔（蓝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世肌初焕颜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2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塑颜紧致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CKYFINE夏威夷木瓜烟酰胺香氛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夏威夷木瓜烟酰胺香氛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夏威夷木瓜烟酰胺香氛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都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都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都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樱花浪漫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59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滋养修护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滋养修护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滋养修护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保湿紧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保湿紧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保湿紧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滋润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滋润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滋润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66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New BN 钻石焕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788
广东美质新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炫彩精细眼线液笔（深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0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BOZI依泊姿舒缓保湿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01 广州恭爱贸易有限公司
dimuface鱼子酱精华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04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色炫彩精细眼线液笔（珠光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0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滋色炫彩精细眼线液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0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哲本左旋维C雪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1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苹果多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1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腿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腿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腿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背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背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背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活能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玻尿酸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2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睛彩眼部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4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4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清清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4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壳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ZMEIZAN低聚糖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69 广州赏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蜀清堂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7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蜀清堂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7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蜀清堂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7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匠语传奇持久化妆肤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87
广州石斛语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庞美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89
庞美健康产业（广州）有限
公司

庞美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90
庞美健康产业（广州）有限
公司

PIAC 银河流星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891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0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0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0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自然塑形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自然塑形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粉色皇后传神眼妆组合自然塑形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1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丝汀皮肤舒缓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60
广州翠丝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家瑞蔻复合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64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皇家瑞蔻润纹冻干粉+皇家瑞蔻润纹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66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微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微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微乳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轻透修饰遮瑕液（自然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雅澜美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9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美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9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美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0994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植粹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0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凝润亮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0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12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1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18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19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觅瑞蔻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33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寡肽匀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3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寡肽匀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3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寡肽匀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3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弥深层锁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4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魔善补水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63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90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JIAYI颜佳宜氨基酸云朵沐浴慕斯-
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1098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I澜迪玻尿酸水净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04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KΛNIDI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21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植萃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29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SUHOU素后臻致焕颜净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30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慕晓荷氨基酸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蒸九制百草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34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51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艾家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54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ZPON澜姿博快速干洗喷雾（绿茶
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77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LANZPON澜姿博快速干洗喷雾（清柠
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78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LANZPON澜姿博快速干洗喷雾（樱桃
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80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4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19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RANPUJI自然普吉海藻颗粒植物精粹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05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玩美炫色柔雾迷你口红复
古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0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觅瑞蔻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09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ingRong冰容小颗粒天然海藻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14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瑞蔻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15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觅瑞蔻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18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觅瑞蔻复合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20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觅瑞蔻润纹冻干粉+觅瑞蔻润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22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达安树脐带提取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29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T.B茉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茉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茉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薰衣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薰衣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T.B薰衣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婷澄糖山羊奶温和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64 广州施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艾家雪莲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66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女神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6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艾家舒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69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艾家人参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83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艾家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85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艾家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87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修堂 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89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orymix夏日香氛沐浴露四件套-慵懒
百合香氛沐浴露+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0
广州五月美妆时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复合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4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润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润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润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皇家天悦润纹冻干粉+皇家天悦润纹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6
瑞蔻天悦（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29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rymix夏日香氛沐浴露四件套-清新
花果香氛沐浴露+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03
广州五月美妆时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05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妍熙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09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雪肤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伴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焕颜清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1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胸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25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5)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3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足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37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烟酰胺去角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39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清爽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5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清爽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5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清爽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5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能量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养护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养护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养护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贝丽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4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香氛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6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雅澜紧致美目冻干粉+赛雅澜紧致美
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紧致美目冻干粉+赛雅澜紧致美
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紧致美目冻干粉+赛雅澜紧致美
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399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靓颜美肤冻干粉+美肤美肽
冻干粉+靓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13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35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4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植萃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植萃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疏影FASHUYING氨基酸植萃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7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近美好玫瑰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58
广州市天准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美悦匠心雕刻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6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匠心雕刻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6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匠心雕刻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6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兰花滋养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兰花滋养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兰花滋养紧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7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时光美莛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73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媄琦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78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storymix慵懒百合香氛沐浴露I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84
广州五月美妆时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梵贞修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修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修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小白管天鹅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00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樱花保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1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樱花保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1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樱花保莹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1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吴大嫂玫瑰邂逅香氛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玫瑰邂逅香氛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吴大嫂玫瑰邂逅香氛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2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佰草修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24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千益足植养舒润浓缩沐足液（多层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28 广州益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蕊云柔水感发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30
荣济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丹卓丽罗马香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34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丹卓丽罗马香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34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丹卓丽罗马香薰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34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活露泉氨基酸香氛奶油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42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E绿茶奶盖沐浴露
（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43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A卡布奇诺咖啡奶
盖沐浴露（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45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雷蒙安特姜汁营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55
雷蒙安特（广州）国际供应
链有限公司

唯尚美 臻采润颜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6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格盈泉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8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本格盈泉水漾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8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丝滑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593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小鲜绿叶晨露鲜润保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18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青春美目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青春美目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青春美目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妍紧致幻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28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美莛肽能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48 广州莛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HEDY LAMARR 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65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onoOrganon寡肽亮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16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透明质酸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syout水杨酸修护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asyout水杨酸修护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asyout水杨酸修护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益孝堂生姜留香清洁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3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生姜留香清洁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3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生姜留香清洁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3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黄金塑颜蛋白套-黄金塑颜蛋白溶
媒液+黄金塑颜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4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优兰蒂Yeslaud氨基酸茉莉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50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可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温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Yeslaud氨基酸艾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52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代妮曼美汐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6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水润嫩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69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泊色轻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净透柔润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净透柔润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净透柔润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皙润倍护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玫瑰亮颜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8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雨倩香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8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8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8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百合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86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DDRER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1 广州美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能邦生物寡肽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能邦生物寡肽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能邦生物寡肽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798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洛莎烟酰胺亮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03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藻尚好胶原焕颜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11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馥蕊雅丰盈滋养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21
广州市颜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悦聚邦养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82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1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芯堂草本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29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享莱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美享莱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3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藻尚好芦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33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颜芯堂草本调膜液+草本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34
广州市紫八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色清肌面膜粉+清肌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5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韩翳润颜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66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而纤纤秀植物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6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氨基酸果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1986 广州臻选供应链有限公司
AIWEN爱雯氨基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073 广州美林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色陀罗JSTLO山茶花洁净三合一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079 广州馥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chun Beauty 30m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30m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ichun Beauty 30m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480ML VITAMIN C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480ML VITAMIN C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480ML VITAMIN C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ML VITAMIN 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ML VITAMIN 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25ML VITAMIN C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ML VITAMIN C FACI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ML VITAMIN C FACI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ML VITAMIN C FACIA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0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VITAMIN C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VITAMIN C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VITAMIN C FACIAL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2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2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2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aar 5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50ML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24K COLLAGEN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24K COLLAGEN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100ml 24K COLLAGEN HAIR 
REMOV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2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重凝萃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重凝萃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多重凝萃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凝萃焕颜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凝萃焕颜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凝萃焕颜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漾晨玻色因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60
广州市创可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63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67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芳丽无瑕保养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7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彤洛美焕颜青春靓肤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74 广州彤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檀意檀香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82
广州新蓝海健康产业管理有
限公司

香施帝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83 广州广锐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色清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PEI MEI 30g PINK ESSENCE FOR L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g PINK ESSENCE FOR L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g PINK ESSENCE FOR LIPS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0ML SNIAL SOOTHING 
MOISTURI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0ML SNIAL SOOTHING 
MOISTURI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0ML SNIAL SOOTHING 
MOISTURISING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ML SNIAL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ML SNIAL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30ML SNIAL BEAUT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50ML SNIAL SUNSCREEN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50ML SNIAL SUNSCREEN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50ML SNIAL SUNSCREEN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彤洛美焕颜青春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7 广州彤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 MEI 20ML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20ML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20ML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50ML SNIAL SCRU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50ML SNIAL SCRU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50ML SNIAL SCRU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19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00ml SNIAL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00ml SNIAL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PEI MEI 100ml SNIAL FACE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GUANJING 50ML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色平衡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0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平衡净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1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颜次方植物精华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16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珍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17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滋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18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诗活性肽冻干粉+暨美诗水润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美诗活性肽冻干粉+暨美诗水润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美诗活性肽冻干粉+暨美诗水润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芙恋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28 广州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通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30 广州雅点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33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丽莱小苍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43
广州市凯丽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藻尚好玻尿酸莹润保湿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56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MELYBULL美丽仪表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66
广州市储仙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孚容荳荳益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孚容荳荳一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28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诺丽莱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08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喜姑滋养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16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黛芳娇六胜肽紧致抗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26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LYA塞维丽娅黄金焕采水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30
广州市康美佳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佳宜山羊乳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39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4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4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JI彩即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4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NIME舒奈美丝蜜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48
舒奈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梓琪之谜焕采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49 广州紫涵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泽纯熙纯熙密龄冻干粉＋纯熙密龄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71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益生菌营养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39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域泉鱼子酱烟酰胺紧颜修护精华液 
鱼子酱精华+烟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00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喜姑深层补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26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KE纳歌薰衣草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3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洋甘菊精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3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懒伊生 液态护理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35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gfuyuan醒肤源水润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68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 BEAUTY FACE 富勒烯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富勒烯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富勒烯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79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方润冠泽雪菊臻颜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2483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洋溢生莹润肌源修护套装 莹润骄颜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0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lamourera美肤焕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06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洋溢生莹润肌源修护套装 氨基酸净爽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07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莹润肌源修护套装 高机能保湿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1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莹润肌源修护套装 肌透紧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12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银离子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14 广州市歌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
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
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
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
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
藜芦醇皙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
藜芦醇皙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2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
藜芦醇皙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3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
藜芦醇皙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3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
藜芦醇皙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3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珍仪本草草本健发洗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珍仪本草草本健发洗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珍仪本草草本健发洗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62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香氛去屑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63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冻干粉+光蕴焕亮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冻干粉+光蕴焕亮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冻干粉+光蕴焕亮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光蕴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肌源恒护冻干粉+肌源恒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优肽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冻干粉+水新清莹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水新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7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银耳多糖益肌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银耳多糖益肌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银耳多糖益肌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6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婴世家老姜王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00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蒨蒨清颜水肌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水肌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水肌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护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10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花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11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若翔聚源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12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清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13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瑶 瑶族泡浴粉-舒缓养源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19
广州妤诗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瑶 瑶族泡浴粉-养肤安怡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22
广州妤诗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DOK活力VC焕亮冻干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27 广州迪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砭鹊花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33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砭鹊花源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35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USUPSO净颜洁肤卸妆液（倍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37 广州优宿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砭鹊花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39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砭鹊根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43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亚玛丽骆驼奶氨基酸洗护沐三件套组合
-骆驼奶氨基酸美肌丝滑嫩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46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DR.ROTUS薰衣草枕边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49 广州极乐鸟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效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效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效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眼部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美宜甘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6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只松鼠氨基酸控油祛屑滋养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57
广州三只松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
素A清透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78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
素A清透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09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际氨基酸洗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11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
素A清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1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
素A清透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13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碧丝BABISI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14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仟花佰草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维生
素A清透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2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辛季元茶多酚清滢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32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砭鹊根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33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砭鹊根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35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砭鹊根源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37
广州华惟堂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FLUFFMAX TINTED BROW INK 
PEN FA161-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FLUFFMAX TINTED BROW INK 
PEN FA161-02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FLUFFMAX TINTED BROW INK 
PEN FA161-03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DANFEIPOEM智妍多效净澈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智妍多效净澈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智妍多效净澈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语蔲玻色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0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MIYEONSOO甜橙美肌香氛流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1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YEONSOO薰衣草美肌香氛流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5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FEIPOEM多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多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多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ALIFER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VIVALIFER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VIVALIFER SLIM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6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雪柏丽SNOWBILI多肽逆龄紧致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71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烟酰胺维C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78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GG·LB 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GG·LB 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GG·LB 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8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焕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燕窝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燕窝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燕窝舒纹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似水芙蓉紧致舒纹紫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5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修颜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多肽黄金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计氨基酸舒缓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23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美婷水凝亮透补水拍拍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2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研美尚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36
广州优铂优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OKOMI 舒缓修护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37 广州苛苛米科技有限公司
素瑞姿植物养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50 广州美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妤馥诗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51 广州曼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优兰蒂Yeslaud氨基酸百合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52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柳色岑香  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6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  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6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KR SHOP 火山泥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火山泥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火山泥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美宜寡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75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8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醒覺植萃芍药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2995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小雏菊丝绒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01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维生素E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维生素E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维生素E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会美氨基酸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季元 茶多酚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1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  焕肤调理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  焕肤调理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  焕肤调理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洗丝山茶花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山茶花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山茶花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2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修护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修护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修护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凝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凝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凝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3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酵母鲜养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49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UNNYDOG免洗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51
广州长风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洛泉玻色因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52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摩洛哥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70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喜大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赋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unatila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unatila水漾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0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妮奥二裂酵母寡肽赋活套盒-二裂酵
母寡肽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1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妍润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4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7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大嫂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净化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喜大嫂 通调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品舍光采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05#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8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欧丽本妆靓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09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品舍保湿修饰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1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卉晨露雪绒花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2 广州公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皙欧丽凝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3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06#西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4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奢华精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6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欧丽平衡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18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鑫雅居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20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04#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22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肽红颜富勒烯紧致修护眼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28 广州公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03#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29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牡丹多肽水光唇釉01#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33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RANCA黛兰卡女士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37 广州黛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卉晨露雪绒花舒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38 广州公举企业发展有限公司
丽仁堂7天乐享新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4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ARANCA黛兰卡男士活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45 广州黛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O'ELY亮颜保湿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69
澳柏美业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梵丝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梵丝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梵丝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骆驼奶氨基酸洗护沐三件套组合
-骆驼奶氨基酸亮泽修护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75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植萃赋活平
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植萃赋活平
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植萃赋活平
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1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控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韩丝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韩丝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韩丝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爱思焕活莹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6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亮丽玫瑰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亮丽玫瑰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亮丽玫瑰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8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秀发魅力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秀发魅力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秀发魅力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薇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薇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薇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1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缇妮缎光唇釉FT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1 广州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缎光唇釉 FT 08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2 广州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柔润唇膏FT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4 广州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缎光唇釉 FT 04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5 广州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迈维斯二裂酵母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6 广州市明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 植物荟萃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缇妮柔润唇膏FT02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11 广州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爱思焕活精粹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15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莎缦缔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缦缔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1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懒伊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22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雪橙光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雪橙光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雪橙光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幼肌多效修护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幼肌多效修护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幼肌多效修护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兰雪水杨酸痘肌净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4 广州黛兰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POFENNE鲟鱼子黄金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5
广州小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兰雪水杨酸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37 广州黛兰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MOU柔滑嫩肤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50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基质透明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基质透明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基质透明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冻干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67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80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敷美人贵妇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83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DGAGA酵素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85 广州宝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DGAGA润色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1 广州宝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维斯二裂酵母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4 广州市明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HUANUS梦幻女神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HUANUS梦幻女神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HUANUS梦幻女神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298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蓝铜
肽焕颜轻奢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01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VOMOVO水晶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08 广州工口贸易有限公司
FSJE菲诗婕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1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之语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之语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之语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6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润姬芙植物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73
广州润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润姬芙植物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74
广州润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沐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沐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沐沐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目传情素描眉笔305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2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拉丝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目传情素描眉笔302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迈维斯二裂酵母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7 广州市明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目传情素描眉笔3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88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芊云QIANYUN芊云多效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91 广州厦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至臻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39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善水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善水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善水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植物胶原蛋白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27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免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幽禾芳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幽禾芳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幽禾芳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4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甜心香水身体乳（蜂王浆+凡
士林）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1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蔓玉肤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46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ITH BROWN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蔓玉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54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蔓玉肤舒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57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北芙平衡肌理水杨酸控油棉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2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臻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4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润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润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润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芝绿茶冰肌洁面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4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瑞姿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1 广州美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年匠心视黄醇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4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盼柔男士保湿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9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盼柔男士保湿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9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盼柔男士保湿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59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富勒烯焕颜嫩肤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57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奕美三重玻尿酸补水保湿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奕美三重玻尿酸补水保湿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奕美三重玻尿酸补水保湿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芈馥白茶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75 广州芈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馥茉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77 广州芈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水俪姿烟酰胺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7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1气质砖红 
WARM BRICK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79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8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8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草本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8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2火烈鸟红 
FLAMINGO

粤G妆网备字2020143684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3中国朱红 
CHINA DOLL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06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姜油蜜多多修护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07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姜油蜜多多奢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10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芭斐红毯魅力丝绒唇釉04魅惑火红 
FLAME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18
秀芭斐（广州）化妆品贸易
有限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四季能量套盒-春
季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32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四季能量套盒-冬
季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34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四季能量套盒-秋
季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3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四季能量套盒-夏
季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40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美涵妤熙臻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微美希光感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1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平衡净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平衡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平衡净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平衡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SOCKO圣兰戈烟酰胺透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60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芝润姬芙修护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62
广州润肌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莉欧睫毛定型打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睫毛定型打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睫毛定型打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胡萝卜素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胡萝卜素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ONIVAL蔻年华胡萝卜素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80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水解蛋白酶竹炭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379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菲瑶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菲瑶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菲瑶草本紧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2928丝绒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2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KE纳歌特润防裂润肤露（蜂王浆+凡
士林）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2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媚诗植萃芬芳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27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秋水俪姿水晶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28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欧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29
广州博亚健康医疗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倾辛雪绒花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32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瑞丽鲜颜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38
广州雅睿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CN OLIV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OLIV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OLIV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OLIV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ROS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ROS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ROS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ROS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哲本深层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4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透润修护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5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多肽御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55 广州良美电子有限公司
DTGARDEN焕容时光鱼子酱精华发膜+焕
容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58
广州市帝臣日化科技有限公
司

俏贝琳臻颜靓肤冻干粉组合-臻颜靓肤
冻干粉+匀色提亮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72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馥媚诗植萃芬芳控油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890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兰植雅虾青素海藻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07 广州绿健医药有限公司

才金国际臻致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3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才金国际发质调理护发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3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倾辛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42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辛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44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辛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46 广州若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5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5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5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盼柔男士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6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盼柔男士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6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盼柔男士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6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夜间密集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7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IJIYU植肌语玻尿酸密集保湿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75
广州市八面喜素倩化妆品有
限公司

韩品舍三合一卸妆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79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OCHIE莹润眉乳（品红G312） 粤G妆网备字2020143998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水耀芯肌神经酰胺套装-神经
酰胺亮采睛灵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0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OCHIE莹润眉乳（浓咖啡G212）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08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华拉斐尔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BUTTER 巧丽臻致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015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Se Princess玫瑰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42 广州和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BUTTER温润焕新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43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48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黄金去角质修护足膜-去
角质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52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每即还幼珍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53 广州鼎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色平衡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54 广州市雅顿实业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黄金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59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然美烟酰胺黄金滋养手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6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肤儿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7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76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瑶美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81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樱凝樱花焕采亮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87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润根发根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188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满可琳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2
广州雅蒂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极佰草灵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5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二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二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美虾青素二裂酵母臻萃冻干粉套
装-二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瑶美营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营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营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0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太极佰草润肌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12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1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1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茜路易蓝铜肽修护冻干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24 广州优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净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2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少女轻盈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3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灵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3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瑶美老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老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珍瑶美老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39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舒佗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43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清润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45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V·曼备长炭焕采亮颜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曼备长炭焕采亮颜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曼备长炭焕采亮颜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46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妆美人玻尿酸冻干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5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加兰风华绝代16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5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媽咪小站去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64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蒙水漾美肌喷雾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0
蒙太奇（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采维·秀多肽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多肽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多肽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多肽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多肽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多肽焕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NOBQUE清透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29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ΛNIDI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00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蒙水漾美肌喷雾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30
蒙太奇（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舒肌之语瓷颜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3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婷水凝净透亮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4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蒂美保湿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45
广州冰肌玉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二面子茶多酚清爽控油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49
广州面子功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RRIS天然薰衣草保湿补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天然薰衣草保湿补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天然薰衣草保湿补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蒂美氨基酸温和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3
广州冰肌玉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肤儿 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蒂美补水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7
广州冰肌玉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肤儿 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5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诺尔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61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仁堂草本精粹发丝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6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密罗木靓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70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草本肌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71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草本肌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73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草本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75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时光草本肌肤唤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77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发美堂植物养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81 广州巨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T'S MY TURN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8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8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8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宜淘米水营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85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宜淘米水营养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92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焕活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93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参林密罗木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397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媽咪小站滋润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08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宜淘米水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1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2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竹炭呼吸注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72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74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岛屿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77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时光岛屿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90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时光岛屿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499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时光岛屿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05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道合生美烟酰胺雪颜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0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时光岛屿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09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道合生美玻尿酸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10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13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时光岛屿左旋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14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颜珝 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18
美姿来(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依升 海藻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依升 海藻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依升 海藻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8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8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28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诺丽莱神经酰胺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32
广州市朗嘉医药研究有限公
司

颜师 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38
美姿来(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婷小雏菊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雏菊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小雏菊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5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逸香氛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43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Y'MIER水晶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51 广州妍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舞燕窝多肽臻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64
简舞（广州）实业集团有限
公司

自然逸香氛营养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7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维·秀烟酰胺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烟酰胺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迷迭香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迷迭香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迷迭香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6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焗油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焗油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焗油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复活草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复活草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采维·秀复活草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霏蒂至臻焕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71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虾青素养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虾青素养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虾青素养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丽一嘉童颜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6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PPTI柔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柔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柔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润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51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afanni牛奶氨基酸嫩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牛奶氨基酸嫩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牛奶氨基酸嫩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5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健之悦赋能温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72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77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透肌净颜原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0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珂馨透肌净颜原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3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御康婷赋能温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善惠蓝铜肽凝采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蓝铜肽凝采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善惠蓝铜肽凝采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亦妆黄金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90
广州康颜堂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CDT海茴香奢宠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奢宠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奢宠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4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妃丝KAFESI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0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0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0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YM伊美博士羊胎盘蛋白紧致修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06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和源粉钻兰花泽透凝时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08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效信号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40 广州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自然眉笔 04#经
典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7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8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绎瑟斯水氧焕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0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氨基酸控油洗护套装-氨基酸清爽
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01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富勒烯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06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驭祥瑞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15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倾城博士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17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甄霓敏感肌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0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倾城博士胶原蛋白冻干粉+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3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城博士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4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修护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修护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修护洗
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6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倾城博士胶原蛋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27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城博士焕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36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城博士凝时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39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品茄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ZK持久魅力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1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敏感肌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53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ELLEM·MISS YITA韩妆依她双头自动眉
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62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YANG深层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64 广州漾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懒肤宝小分子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65
广州美诺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牛油果净颜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67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婷水凝皙润修护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7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e靓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81 广州尚雅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酵母果萃鲜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84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野暮小铺 睫毛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豫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89
诗妮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fanni柚皮汁精华洁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柚皮汁精华洁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pafanni柚皮汁精华洁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ene靓肤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4 广州尚雅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e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5 广州尚雅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灸十二味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圣灸十二味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圣灸十二味泡脚凝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197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UNEK温和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23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丝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丝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丝滑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栀子花紧致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栀子花紧致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栀子花紧致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4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倍润补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倍润补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倍润补水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青苹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青苹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青苹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柠檬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柠檬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柠檬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蓝莓弹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蓝莓弹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蓝莓弹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水蜜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水蜜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水蜜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滋养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滋养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滋养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6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6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6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莲花倍润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莲花倍润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莲花倍润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7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紧致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紧致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紧致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8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嫩滑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嫩滑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嫩滑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59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丝滑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倍润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倍润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樱花倍润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1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玫瑰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玫瑰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玫瑰深层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2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紧致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紧致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紧致丝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26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透骨草悦享套装-透骨草悦享精
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营养液(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营养液(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诗韵睫毛营养液(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0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Biz水光舒缓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22
广州爱必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绎瑟斯水氧焕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暮小铺 魅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2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绎瑟斯水氧焕活因子膜+绎瑟斯水氧焕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2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蚕丝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蚕丝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蚕丝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3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玛极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4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ELLECE金缕梅祛痘组合-金缕梅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55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ST·ELLECE金缕梅祛痘组合-祛痘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58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ST·ELLECE金缕梅祛痘组合-祛痘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61 广州雅茂晟贸易有限公司

佳芬胜肽胶原眼部平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65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甄霓敏感肌呵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1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氨基酸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氨基酸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氨基酸舒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7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积雪草舒缓馥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积雪草舒缓馥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积雪草舒缓馥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植萃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8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9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9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开不败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39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色美肌面膜粉+酵素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Zhangziyizu章子一族氨基酸去屑止痒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1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氨基酸去屑止痒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1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色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1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2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萃然美氨基酸香氛润泽蒸汽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24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色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2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2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草本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3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清肌舒缓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芳芯萃沁润冰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40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姑清洁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41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YH-Ⅱ库拉索芦荟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44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姑保湿隔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47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欢氏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48
欢享（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贞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亮颜焕彩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6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欣丽多肽补水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欣丽多肽补水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欣丽多肽补水保湿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6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
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75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
烷柔润奢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76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凝舒亮颜焕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77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
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7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
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8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花佰草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角鲨
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83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COS清痘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85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益可修益生菌熬夜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488 广州益可技术有限公司
CRITERES  人参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人参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人参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 矫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矫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矫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 净肤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净肤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净肤活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色因多肽深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torymix清新花果香氛沐浴露I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43
广州五月美妆时尚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千思钰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思钰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思钰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4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TM痘肌睡前保湿修护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4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灯泡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蜂胶精华凝动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60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晟氨基酸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63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惠恩熙二裂酵母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69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彤洛美焕颜青春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570 广州彤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兰雅洇蓝铜胜肽套盒-蓝铜胜肽冻干
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3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兰雅洇蓝铜胜肽套盒-蓝铜胜肽冻干
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3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兰雅洇蓝铜胜肽套盒-蓝铜胜肽冻干
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3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肤雪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7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肤雪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7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焕肤雪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7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SOZK清透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81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爆力因子 男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82
广州喜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TM蜜柚润弹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792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斑矛焕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11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兰赞玻尿酸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1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玻尿酸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1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玻尿酸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1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宝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19 广州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黄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3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千思钰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思钰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思钰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愿先生梦境柔光散粉-恋爱天使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39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美祺肌鎏光耀采美肌套-氨基酸舒润保
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44 广州名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龄康平衡能量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0
广州华健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苗龄康平衡能量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3
广州华健医药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苗妍堂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8
广州苗妍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寡肽细肤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细肤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寡肽细肤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里不累温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76 广州市亿生康贸易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M龙舌兰奶盖沐浴
露（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8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瑸尚水光滋养保湿靓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93 广州倩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氨基酸修护柔顺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9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hangziyizu章子一族氨基酸修护柔顺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96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鲜绿叶植物安舒清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897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烟酰胺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凝舒亮颜焕彩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13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沃纯特安皮脂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LAIYA自然防水拉线眉笔带刷头（自
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51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荌焕颜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荌焕颜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荌焕颜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甜草莓奶盖沐浴
露（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6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汉和中方男士控油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62 广州鹿葱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70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辛季元茶多酚清滢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7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纯 睛艳炫翘浓黑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79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誉燊堂净痘精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誉燊堂净痘精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誉燊堂净痘精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598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洛煌笈炫彩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1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陈氏琪肌美肌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13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美肌玉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18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美婷水凝渗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2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美肌玉容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22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美肌玉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27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氏琪肌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36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蚕丝蛋白冰川水润泽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蚕丝蛋白冰川水润泽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蚕丝蛋白冰川水润泽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系润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系润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系润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4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爱臻颜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58 广州嘉莱药业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瓷肌印加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瓷肌印加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瓷肌印加果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微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微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微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优谜小花茉莉美肌唤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77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愿茶多酚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79 广州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画修护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干粉+虾
青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089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i-Softto 视黄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1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舒淳SHUCHUN舒淳植萃精华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俏伊岁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2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套-
角鲨烷柔润奢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
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
蓝铜肽焕颜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6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
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芊画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肽修护冻干粉
+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29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季元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37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画修护冻干粉组合叶绿素冻干粉+叶
绿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45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威丝 氨基酸浓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46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美婷水凝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4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完美二裂酵母焕颜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51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诗萃茶树艾橙净手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71
广州市澳键丰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MRS . JD多肽修护溶媒液+MRS . JD多
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79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益善选姿秀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184
广州壹号生物科技投资股份
有限公司

吾爱肌肽活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17 广州嘉莱药业有限公司

雷蒙安特姜汁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19
雷蒙安特（广州）国际供应
链有限公司

Diber德蓓儿小分子玻尿酸补水弹力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20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卡莉欧魅力细线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魅力细线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魅力细线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画修护冻干粉组合富勒烯冻干粉+富
勒烯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0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玫瑰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3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品舍逆龄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六胜肽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六胜肽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六胜肽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生姜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生姜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生姜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端俪肽美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
媒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6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藿香氨基酸沐浴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70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柔润绵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柔润绵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柔润绵密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真青春密码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7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 柔荑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8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端俪肽美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8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樱花倍润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87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仙肌淳焕颜晚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93 广州圣联商贸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美颜亮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296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臣沁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00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FACE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FACE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FACE微肽精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彤洛美焕颜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08 广州彤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臣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0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ISURE排浊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1 广州圣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ZI血清蛋白焕颜精华液+烟酰胺肌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ZI血清蛋白焕颜精华液+烟酰胺肌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ZI血清蛋白焕颜精华液+烟酰胺肌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蕊雅轻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18
广州市颜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冰颜宝丽蜜桃丝滑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21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发氛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27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词臻萃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29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臣多肽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33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蔓玉肤舒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57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植萃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奢世家水感防护喷雾（气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4
广州娇美庄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乳木果滋润细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秦亦臻品滋养快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8 广州秦亦联合日化有限公司
简晗童颜多肽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69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之韻莲华清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72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欧纤长持久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纤长持久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纤长持久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美颜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3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美颜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3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玻尿酸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4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奥大白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利奥大白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利奥大白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42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优兰朵氨基酸日常护理三件套-氨基酸
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444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靓丝蛋白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599 广州华越科技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玻色因紧致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玻色因紧致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玻色因紧致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之吻黑玫瑰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3
广州美肌之吻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焕彦美颜亮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4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大眼睛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大眼睛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大眼睛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7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玉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08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植萃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11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12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柔芯持久自动双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17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美肌净肤慕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24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臣角鲨烷凝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28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臣依克多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29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臣水分赋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32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4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4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64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姿兰皮肤平滑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姿兰酵素身体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姿兰薰衣草舒缓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黑金鱼子酱肌底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3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曼培植2号套盒-宝曼培植2号焕能营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4 广州我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宝曼培植2号套盒-宝曼培植2号紧致滋
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5 广州我要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端俪肽美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0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亞丽華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海马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19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臣士 小分子玻尿酸晚安次拋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34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56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清肌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悉润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66 广州柏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双层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71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蓝星HINESUN生姜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蓝星HINESUN生姜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蓝星HINESUN生姜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76
广州绿芝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儒尊臻养呵护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77 广州小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珂净颜透澈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1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8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79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娢美人鳄鱼肽能量肌活液+鳄鱼肽能量
肌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04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娢美人鳄鱼油深度透润微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07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フェイスパウダー (ＡＨ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0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フェイスパウダー （ＡＨ0２）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フェイスパウダー （ＡＨ03）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娢美人鳄鱼油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4 广州白芙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焕肤清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焕肤清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焕肤清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17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2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欧之曼氨基酸美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曼氨基酸美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曼氨基酸美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忆雪肌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28
广州舒适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绮老姜王柔顺护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老姜王柔顺护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老姜王柔顺护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6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匠泉氨基酸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泉氨基酸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泉氨基酸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情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38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耕語GeeYuu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虾
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4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发动力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47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氨基酸深度清洁（温润型）洁面
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4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2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美泉海胆净澈毛孔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3
广州市凯色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9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9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59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魅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6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魅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6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绮烟酰胺香氛魅蓝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67 广州市宇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蕙媄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7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7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7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0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珍珠水润洁肤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晶灿皙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海藻糖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海藻糖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海藻糖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洛莎酵素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899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洛莎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04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悠丝曼乳木果油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05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丝曼乳木果油爆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08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丝曼乳木果油嫩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09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多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多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葡萄籽多肽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丝曼乳木果油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12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洛莎清透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6917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妃薄荷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063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薰衣草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069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梦幻流星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7073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娇嫩美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089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洛莎樱花香氛滋养润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7097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白蔷薇美龄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01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芙燕窝骆驼奶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08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不惧时光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
依克多因淡纹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11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不惧时光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套组-
羊胎素弹嫩焕颜冻干粉+赋能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1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燕窝滋养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燕窝滋养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燕窝滋养亮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铃兰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3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瑶 瑶族泡浴粉-女性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40
广州妤诗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百合鎏金美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43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鎏金美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45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北芙平衡肌理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百合娇嫩美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4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芙倩焕然修护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芙倩焕然修护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韵芙倩焕然修护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诗植积雪草深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59
菲诗植（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依莲花  精装大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6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肽美至尊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山羊奶六胜肽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山羊奶六胜肽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山羊奶六胜肽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6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意花78色推拉彩妆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7 广州重兑诺贸易有限公司
千花林大马士革玫瑰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大马士革玫瑰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大马士革玫瑰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咏颜靓焕肤调理精华液1号+咏颜靓透肌
海绵焕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焕肤调理精华液1号+咏颜靓透肌
海绵焕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焕肤调理精华液1号+咏颜靓透肌
海绵焕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莼愫素养胜肽修护冻干粉+素养冻干粉
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97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IMENZ伊梦姿玻色因逆龄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198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洛泉玻色因焕颜嫩肤冻干粉+梵洛泉
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0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ENZ伊梦姿虾青素弹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3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滋养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滋养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生姜滋养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4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悠丝曼苦参百部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6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薰衣草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薰衣草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薰衣草原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霸深层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霸深层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霸深层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MIER萱米尔菁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1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印良品水润嘭嘭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2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情蚕丝亮肤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24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蕙富勒烯水雾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26 广州实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ENZ伊梦姿玻色因逆龄抗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31 广州琴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YIOEATO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32 广州伊黛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御泊妍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泊妍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泊妍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诗花青素肌肤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64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澳霏蒂至臻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6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佰草草本植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6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多肽祛痘冻干粉套盒-多肽祛
痘冻干粉+多肽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74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水感靓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78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科颜抗皱逆龄冻干粉组合-抗皱逆
龄冻干粉+抗皱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79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
铜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81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nuos诺色白天鹅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84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水杨酸清痘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285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科颜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02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YUFIEI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07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S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1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藜芦
醇皙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4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織顏植萃养肤护理膜+植萃养肤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仟花佰草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藜芦
醇皙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58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織顏冰肌焕肤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6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仟花佰草白藜芦醇皙嫩金钻套-白藜芦
醇皙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62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NEY MINA萃珀粉嫩透亮水漾面膜(第
五代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65 广州倩妃莱贸易有限公司

織顏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秀丽佳人臂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臂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臂腿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清新马鞭草
多效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清新马鞭草
多效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克拉洗丝 滋润洗护沐套装-清新马鞭草
多效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8
广州市圣美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織顏嫩颜焕肤膜+嫩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7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嫩颜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嫩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嫩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8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珍珠活泉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丽扬草本奶油肌粉底液 F1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9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草本奶油肌粉底液 F102 粤G妆网备字2020147395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DF & Camille DC乳液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1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润养肤粉底液P202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2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丝润养肤粉底液P203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蜗牛原液净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7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NEAL睫毛臻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EAL睫毛臻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INNEAL睫毛臻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1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  益生菌清透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25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2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2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氛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2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胶原蛋白黄金线礼盒-黄金赋活溶
酶液+胶原蛋白黄金线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3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KOMI 润泽保湿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48 广州苛苛米科技有限公司

斑矛焕颜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57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斑矛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59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斑矛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62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斑矛水光焕颜原液+水光透亮焕颜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67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冰芝媛红玫瑰籽精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75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TSV氨基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489 广州市微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潮魅佳人氨基酸温和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06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POEM雪橙莹润至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雪橙莹润至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雪橙莹润至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源美塑颜定制冻干粉+ 塑颜定制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28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焕颜修护补水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焕颜修护补水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六胜肽焕颜修护补水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蜗牛原液活力光感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6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玻尿酸多肽喷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4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苗辰耳部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59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舒缓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61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敏岚黄金密集晶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65
广州市敏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肩颈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66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辰耳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67
广州赋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山不枯调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山不枯调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山不枯调理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源美青春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2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赫奕美蓝铜胜肽净颜修复亮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奕美蓝铜胜肽净颜修复亮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奕美蓝铜胜肽净颜修复亮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悦活蓄能沁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悦活蓄能沁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悦活蓄能沁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莎佰草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1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KR SHOP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5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瓦丝汀肌密无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0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anGD安柔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13 广州惠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美颜蜗牛原液净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18
广州爱尚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积妍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29
积妍（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Balafaca净澈柔肤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33 广东花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LU麦角硫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U麦角硫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LU麦角硫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ILDING CARE茉莉青春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1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慕茹姬水光滢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3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慕茹姬紧致赋妍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4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娇云慕七色能量油
（橙色）（红色）（黄色）（蓝色）
（浅绿色）（青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娇云慕七色能量油
（橙色）（红色）（黄色）（蓝色）
（浅绿色）（青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草本调理油 +娇云慕七色能量油
（橙色）（红色）（黄色）（蓝色）
（浅绿色）（青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K鱼子精华焕颜多效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K鱼子精华焕颜多效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6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am Yin na Marine Peptides 
repair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72 广州嘉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澜娜金橄榄舒缓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73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涂层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涂层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蛋白分域涂层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逸生姜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85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乐猫可卸甲油胶99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95 广州鑫丹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卡乐猫可卸甲油胶48 粤G妆网备字2020147699 广州鑫丹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FEG头发纤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G头发纤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G头发纤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芙平衡肌理水杨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14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薰衣草精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1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藏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45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神经酰胺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48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藏香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49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5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藏香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2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 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 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 骆驼奶沙漠肌撕拉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养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4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66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格桑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70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氨基酸肌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氨基酸肌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氨基酸肌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氨基酸肌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8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兰朵氨基酸日常护理三件套-氨基酸
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8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兰朵氨基酸日常护理三件套-柔顺滋
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90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7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贝儿御龄抚纹凝脂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01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贝儿御龄抚纹凝脂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01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丽贝儿御龄抚纹凝脂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01 广州梦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澜娜薰衣草焗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04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颜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13 广州色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卡滋系列水光润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2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井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井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井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玫瑰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8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美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美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美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玻尿酸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88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然美烟酰胺柔嫩滋养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97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蔻阿魏酸酵母逆龄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阿魏酸酵母逆龄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阿魏酸酵母逆龄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89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妙兰贵妇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1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 茄子清洁净肤保湿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20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芯表现发丝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21 广州凯旋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妙兰贵妇透肌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3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芙植物淡纹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40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79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美希奢宠清透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16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毛孔冰晶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毛孔冰晶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毛孔冰晶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美玉妍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23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V·曼燕窝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曼燕窝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曼燕窝水润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29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血燕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动力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轲雅血橙光感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血橙光感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血橙光感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血橙光感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护肤礼盒-二裂酵母
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美玉妍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50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步月富勒烯幼肌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富勒烯幼肌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富勒烯幼肌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兰雪水杨酸净化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82 广州黛兰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美希光感水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8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火安春祖马龙香水氨基酸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85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比格妃蜂胶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90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芙拉美叮透肤粉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194
广州市中科植物化妆品有限
公司

保丽芬玥颜逆时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01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羊倍护 木瓜修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06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二裂酵母熬夜精华复颜紧致多
重极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1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ly Queen玫瑰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1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Fly Queen樱花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15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花佰惠玫瑰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19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樱花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22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ALU丽塔露收缩毛孔润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27 广州丽塔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域泉鱼子酱多肽蛋白熬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29
冰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CO BUTTER蚕丝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0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美那多胎盘素血清蛋白赋活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1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CO BUTTER巧丽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4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恋氨基酸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茵娜海洋胜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39 广州嘉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钻采铂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钻采铂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钻采铂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YLYLE额纹抗皱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45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嫩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嫩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嫩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0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玻色因抗初老净澈焕肤双重极
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2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四肽蛋白溶媒液+胶原蛋白棉絮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四肽蛋白溶媒液+胶原蛋白棉絮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四肽蛋白溶媒液+胶原蛋白棉絮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RS . JD灵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姿美尔男士锋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6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生物净化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生物净化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生物净化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5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清爽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清爽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清爽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6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7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忆花纯烟酰胺香氛星空微醺套装-烟
酰胺嫩肤精华液+香氛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84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 女人香玫瑰精油香氛祛
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86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玻尿酸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29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醒驻颜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塑醒驻颜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塑醒驻颜紧致抗皱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0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尚妃 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70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肤儿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7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NQIER天气丹华泫净颜套盒天气丹华泫
精华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75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微美希深层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77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ANQIER天气丹华泫净颜套盒天气丹华泫
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79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岁四肽生物钻采磁石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8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四肽生物钻采磁石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8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四肽生物钻采磁石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8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蘭家閨秀御雪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91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蘭家閨秀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93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蘭家閨秀透明质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396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美玉妍肌肤舒缓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03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哲本清润透爽益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0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植物凝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0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参林密罗木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08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多效精纯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0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多肽修护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1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多肽雪肌润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1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XI肌活新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19 广州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泊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22
好品（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DANFEIPOEM神经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神经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神经酰胺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的秘密玫瑰肌源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38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COS熊果苷焕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45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兰丝蔻蛋白还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0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LIOU魔力欧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1 广州亚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季美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盒-蓝铜胜肽
冻干粉+蓝铜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2
广州琦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纳克焕颜颈部冻干粉＋焕颜颈部培养
液＋焕颜颈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颈部冻干粉＋焕颜颈部培养
液＋焕颜颈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颈部冻干粉＋焕颜颈部培养
液＋焕颜颈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4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OREHER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REHER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REHER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纳克焕颜眼部冻干粉＋焕颜眼部培养
液＋焕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6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眼部冻干粉＋焕颜眼部培养
液＋焕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6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眼部冻干粉＋焕颜眼部培养
液＋焕颜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6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DANFEIPOEM玫瑰花油润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玫瑰花油润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玫瑰花油润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圣女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49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ZPON澜姿博快速干洗喷雾（原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03 广州昶华科技有限公司

舒嫩美肌水光黑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嫩美肌水光黑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嫩美肌水光黑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2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EGOCI 由西 天鹅颈细滑眼线液笔（咖
啡）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28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佳宜黄金胶原蛋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32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欧臻挚密语诱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臻挚密语诱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臻挚密语诱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佳宜山羊乳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0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蚕丝蛋白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3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圣女 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臻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喆萱草本凝萃去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9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莘美 寡肽美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599 广州朵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细嫩柔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细嫩柔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细嫩柔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美樱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樱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樱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纳克焕颜手部冻干粉＋焕颜手部培养
液＋焕颜手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手部冻干粉＋焕颜手部培养
液＋焕颜手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瑞纳克焕颜手部冻干粉＋焕颜手部培养
液＋焕颜手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15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小分子眼部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菩然宸府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新肌小时光时光粉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28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昕诗漫温泉水咋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40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古妙春紫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古妙春紫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上古妙春紫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班敏逗皮傲宁点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64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五倍子点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65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BeautyNew BN  24K逆时黄金安瓶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66
广东美质新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幻魅丽炙恋口红-千幻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68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千幻魅丽炙恋口红-千幻脏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69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千幻魅丽炙恋口红-千幻砖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70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千幻魅丽炙恋口红-千幻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71 广东邦辰投资有限公司
素臣玻尿酸焕颜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80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臻美修护水+微肽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8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AERSD拜耳斯顿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套
盒-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逆龄抗皱多肽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PAERSD拜耳斯顿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套
盒-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逆龄抗皱多肽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PAERSD拜耳斯顿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套
盒-逆龄抗皱多肽冻干粉+逆龄抗皱多肽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2
暨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咏颜靓透肌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XI水漾焕能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10 广州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AWSHE纤连蛋白多肽赋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纤连蛋白多肽赋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纤连蛋白多肽赋活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BUTTER灵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33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BUTTER畅活舒清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36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香芬去屑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46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晟氨基酸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47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诗婷清透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清透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清透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
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3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氨基酸舒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7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醒肤滋养雪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5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润根植物多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71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肤典烟酰胺亮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74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YANG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79 广州漾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佰丽凡士林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82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颜范美肌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93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哲本透润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879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奈丝风吟精柔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0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奈丝风吟精柔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0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奈丝风吟精柔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08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蛋白分域涂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蛋白分域涂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蛋白分域涂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水蜜桃乳酸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蜜桃乳酸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水蜜桃乳酸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绎瑟斯复方蛋白因子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3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EGOCI 由西 烟酰胺焕彩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50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亮采净颜精华液+亮采净颜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52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麦三重玻尿酸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63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冰肌保湿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冰肌保湿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冰肌保湿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肤泉植物精华美颜霜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66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英姿美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7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肌之美新颜弹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76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草香舍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896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伊优蜜思冰爽舒缓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00
丽有国际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蓝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04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朱旗青春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朱旗青春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朱旗青春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凡士林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27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秀源白芨植物氨基酸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44
广州市采馨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倾城博士蛋白微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50
广州宣美细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gfuyuan醒肤源紧致透亮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53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姿颜玻尿酸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55 广州穗康药业有限公司

采秀源白芨植物多效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62
广州市采馨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宝莱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67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COKALEE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KALEE可卡莉赋活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NALA氨基酸柔和深层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NALA氨基酸柔和深层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NALA氨基酸柔和深层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9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夫诺 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8996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蜂王浆赋活修护精华乳 蜂王
浆赋活修护精华液+蜂王浆赋活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蜂王浆赋活修护精华乳 蜂王
浆赋活修护精华液+蜂王浆赋活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蜂王浆赋活修护精华乳 蜂王
浆赋活修护精华液+蜂王浆赋活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0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词舒颜修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04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海尔诗 光果甘草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14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秀玫瑰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1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夫诺 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44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迈诗骆驼奶蛋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骆驼奶蛋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骆驼奶蛋白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秀源白芨植物多效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53
广州市采馨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留颜蜜语钻石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钻石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钻石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铂玫瑰滋养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59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夫诺 焕颜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62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曲玫瑰清莹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066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安夫诺 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48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妃颜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4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夫诺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53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青春赋能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54 广州水胭脂化妆品有限公司
嫔婷伴侣双萃兰花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伴侣双萃兰花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伴侣双萃兰花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271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牛奶嫩滑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06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FAXI晶焕深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08 广州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XI金致肌源双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15 广州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2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桑春雪益生菌深层注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30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媽咪小站深层修护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39
广州好优品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悠曼旎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49 广州梦程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类蛇毒肽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54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妍之素二裂酵母特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之素益生菌倍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6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LR欧翎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81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泊泉雅清润倍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润倍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润倍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ROLLA奢瑞拉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
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84
广州千百汇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索妮欧骆驼奶滋润小分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骆驼奶滋润小分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骆驼奶滋润小分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39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2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贝立欣咖啡因眼部密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2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漾の蜜清润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熬夜提亮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熬夜提亮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熬夜提亮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修颜提拉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修颜提拉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修颜提拉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44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妍轻美神经酰胺美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18
广州市熹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蔓诗赋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22
广州市蒂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臣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23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虾青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虾
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3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梦美尔花漾美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78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深透净肤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88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2)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2)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2)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3)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3)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3)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0)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0)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0) 粤G妆网备字20201495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4)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4)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4)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1)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红顔光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09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妍之素光甘草定特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2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姿娇美姿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娇美姿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娇美姿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氨基酸补水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35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冻干粉+伊莎佰草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冻干粉+伊莎佰草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多肽修护冻干粉+伊莎佰草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留颜蜜语炫彩魅惑眼影（蓝睛鳞）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炫彩魅惑眼影（蓝睛鳞）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炫彩魅惑眼影（蓝睛鳞）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誉香芬滑溜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49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媚诗植萃芬芳柔丝顺滑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56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YSBAICAO美颜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0
广州众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钰纤姿瑶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瑶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瑶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3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6浅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5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纤姿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钰纤姿草本护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6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5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77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4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80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提拉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8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83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海洋植物小分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95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安斯寡肽补水修护冻干粉+寡肽补水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96 广州鑫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生力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9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靓肤套-皙颜润泽原液
（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49698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SSTALY HYDROGEN PEROXID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09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extract Luxury 24K Gold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0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Well TURMERIC+ TONE UP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1 广州佰业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2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ALTER水漾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水漾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水漾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1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ttAging奢华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26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AnttAging胶原丝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28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妍之素六胜肽特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3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宁青春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34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Hsee富勒烯驻颜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3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驻颜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3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驻颜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3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凝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凝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凝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誉粹堂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3 广州奢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里里多效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7 广州扶摇传媒有限公司
Tiss-II植萃紧致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48 广州恋然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丁里里多效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50 广州扶摇传媒有限公司

津花美秀面部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51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倩抓不住滑溜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抓不住滑溜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抓不住滑溜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珂馨肌底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71
广州御珂馨国际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出云温泉牛奶丝润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92
广州唯品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三合一靓睬紧致眼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9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三合一靓睬紧致眼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9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润复合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797 广州柏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富勒烯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04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HENG YI肌因调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05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nozon仙人掌多重滋养锁水套盒-仙人
掌多重锁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17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碟美蔻草本焕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19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龄甘氨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25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益生菌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35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柳色岑香赋活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3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3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赋活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3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一汀芳草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42 广州纤裕商贸有限公司
藕茉叶绿叶奢华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56 广州九二化妆品有限公司
YH-II富勒烯修护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59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EK焕彩补水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60 广州喜米尼商贸有限公司
桑春雪清爽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7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清爽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7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清爽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7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萝莉妹妹亮肌紧致睡眠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85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惠丽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惠丽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惠丽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8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爆力因子 男士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49890
广州喜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愿先生梦境柔光散粉-蝴蝶效应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03
广州心愿先生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甘草修护舒缓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05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系润泽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系润泽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系润泽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0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特纯薰衣草
香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特纯薰衣草
香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特纯薰衣草
香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特纯薰衣草
香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CU奢养逆龄脐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13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阿尔斯顿里奥麦角硫因多元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2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尔斯顿里奥酵母多肽美肌护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2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菲尔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27 广州珑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分缘净扯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分缘净扯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水分缘净扯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草本净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草本净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草本净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净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净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净肤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靓肤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45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润香媛侧柏叶植萃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59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多肽胶原蛋白亮肤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95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套-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套-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套-
MY·BEAUTY FACE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靓肤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49999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悉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02 广州柏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依鱼子雪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0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慕依鱼子雪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0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慕依鱼子雪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0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靓肤舒缓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15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靓肤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17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娜仪莉NAYILI活颜靓肤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18
梦妍希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泊色平衡净透一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1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Y·BEAUTY FACE 创舒密集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创舒密集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创舒密集润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色平衡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2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U.YI尤一蛋黄素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3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百合美龄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35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臻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臻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咏颜靓透肌臻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色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色平衡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诺曼宣冰淇淋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48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泊色平衡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5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Y·BEAUTY FACE 匀色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匀色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匀色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碧卡富勒烯水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95
广州美发源美容产品有限公
司

耕語GeeYuu蓝铜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096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奢宠润肤修护套-奢宠金灿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1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奢宠润肤修护套-修颜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1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O香叶天竺葵多重氨基酸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49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O香叶天竺葵多重氨基酸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49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奢宠润肤修护套-修护润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肌肤多肽修护套组-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72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近美好秀佳人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78
广州市天准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三合一靓睬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三合一靓睬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润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润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8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婰靓颜营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91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婰香润调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93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婰唤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96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婰香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97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婰青春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199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色岑香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09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1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1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细肤调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1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细肤调理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19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SL SIGNATURE LINE 氨基酸去角质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3 广州市宁洛贸易有限公司

韩嫄氨基酸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氨基酸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氨基酸清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柔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柔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柔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2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克拉迪肌肤多肽修护套组-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5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透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4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透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4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嫄蓝铜肽透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4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知沐男士矿物质修容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43
广州森言森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DI澜迪 野蔬菜补水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46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ITS-7凝光漾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1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菲婷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2
广州润肤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植物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植物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植物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优谜富勒烯小花茉莉舒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5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桂娇玻尿酸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56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沐旭凌男士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63
广州森言森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NK VERGE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VERGE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VERGE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茜水光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72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罗兰希鱼胶原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0290
广州舒小鱼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CCU清颜养肤精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09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秘龄笈草本植萃三合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15 广州芊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皙颜靓肤套-皙颜润泽霜（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20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里不累温润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24 广州市亿生康贸易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玻色因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玻色因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IGNELLR婷奈儿玻色因多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3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言生富勒烯舒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40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颜次方植物精华清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57
广州沅美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 VERGE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VERGE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VERGE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黄金滋养足膜-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莉欧纤长纤维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纤长纤维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纤长纤维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冻龄伊美  肌因清痘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39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08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11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1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笛莎富勒烯清透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21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芈馥 加拿大冰川泥净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24 广州芈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水杨酸控油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4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stAlphy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tAlphy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奢护精华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奢护精华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奢护精华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BASHA玛芭莎藏红花精粹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52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美希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美希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美希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臀部温护草本尊享套-臀部温
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丝汀补水祛痘霜小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3
广州翠丝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流牧者劲塑控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93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沿清肌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497
广州暨馨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芳利源净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芳利源净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芳利源净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02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RIHO滋润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03 广东瑞虎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颜肌草美颜保湿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11
娇颜本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美肌颜BIOISIS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
-维生素A清透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1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
-维生素A清透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18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
-维生素A清透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1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
-维生素A清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20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美肌颜BIOISIS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套
-维生素A清透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21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雅丝迪生姜汁多效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29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KATELYN/ 卡特莲 双色奇迹遮瑕膏(第
二代)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31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丝迪生姜汁柔润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38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莎佰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6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6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6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尚俪艾坊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7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7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人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70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斑矛美肌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74
广州汇科云美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亮肌水嫩花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8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亮肌水嫩花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8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亮肌水嫩花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85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海
茴香塑颜菁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海
茴香塑颜菁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黑金塑颜冻龄极致尊享三件套-海
茴香塑颜菁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59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亮肤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9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1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1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百素亮肤液1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0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pro.薇宝 江南印记润雾口红501#桃
夭芳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2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元素美肌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3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4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37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五采堂大麻叶植萃精华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41 广州红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小婕梦境雏菊幻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梦境雏菊幻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梦境雏菊幻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4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FURONG绿芙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48 广州方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弥玻尿酸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6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FALULIAN法露莲遮瑕持妆粉底液（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6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蕾净颜清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78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植物清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88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RRIS海藻糖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海藻糖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海藻糖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蕾芦荟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3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蕾植物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5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稻米萃取淘米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7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简美稻米萃取淘米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0698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简美稻米萃取淘米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01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臻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02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分雪臻活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11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CND Bluesky塔罗牌高光粉饼穿越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特惠美顺滑奢柔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惠美顺滑奢柔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惠美顺滑奢柔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2 EARLY MORNING RAIN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2 EARLY MORNING RAIN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2 EARLY MORNING RAIN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3 SUMMER BLOSSO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3 SUMMER BLOSSO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3 SUMMER BLOSSO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 Bluesky塔罗牌高光粉饼命运之轮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4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QHANA HONEY CLEANSING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5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MQHANA HONEY CLEANSING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5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MQHANA HONEY CLEANSING BALM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5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侈滋养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6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福灸堂富华养护套 富华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84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元素美肌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86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莎佰草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莎佰草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79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日元素美肌凝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22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元素美肌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52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澜韵美美姿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美姿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美姿舒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品舍肌初赋活洁面啫哩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0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韵美俏姿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俏姿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俏姿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紧俏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紧俏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韵美紧俏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6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 01#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70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遮瑕持妆粉底液（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892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北芙女士嫩透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0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公子烟柳寻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公子烟柳寻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公子烟柳寻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5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玻尿酸水光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7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洋甘菊舒缓保湿透亮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08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蝶月丹荧华腮红1#玲珑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1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蝶月丹荧华腮红1#玲珑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1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蝶月丹荧华腮红1#玲珑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1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纳米微分子透明质酸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27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琳伊度清透嫩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至臻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6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玻尿酸水光澎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66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玻尿酸水光澎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67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玻尿酸水光澎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68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SNOWBILI玻尿酸水光澎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70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YKAEYAN赋活动能粉+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098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舍唯滋养植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39 广州舍唯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ONMNA烟酰胺美肤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1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浮光掠影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浮光掠影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浮光掠影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co爽肤留香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6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co水润滋养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48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子婷JZITING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5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co维E维C柔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57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co维E维C香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59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易丝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75 广州东拓实业有限公司
官宣语山茶油蜂蜜玫瑰酿唇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78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官宣语山茶油蜂蜜玫瑰酿唇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80 广州致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寡肽凝肌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8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纤舒能量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舒缓透润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09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媚诗植萃芬芳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3
广州馥美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泥元灸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碧美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舒缓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时光修护胶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俪艾坊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8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美希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美希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美希 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09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洛莎多效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12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妃草本焕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16 广州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禾清润水漾雨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17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之菡无暇净妍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25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恋氨基酸净润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2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美日记氨基酸温和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31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洛莎烟酰胺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33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套组-
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寡肽赋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套组-
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寡肽赋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朵·风尚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套组-
寡肽赋活修护冻干粉+寡肽赋活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 卡玫罗纤长卷翘睫毛膏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59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子婷JZITING焕颜亮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6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舒肌之语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7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野草莓磨砂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76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加州红橘磨砂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77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绿叶·爱玛膏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爱玛膏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叶·爱玛膏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玫莉奢宠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183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贻贝极光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贻贝极光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贻贝极光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慕烨肌肤美塑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34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mily小麦鲜萃妊娠期肚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36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寒晞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斯喔水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58
广州香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狄娜小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63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 V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26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是否 IS OR ISN'T VC卡卡杜李磨砂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39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马鞭草磨砂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4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姬麗坊 草本膜粉一号+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4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九色花漾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43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爵恋氨基酸驻颜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4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狄娜赋颜水嫩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54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ZHICAI眉情梯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63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IZHICAI易控菱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64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6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Dijart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0 广州翰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氨基酸舒缓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紧致凝肌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舒缓透润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亮颜透润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弹润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CFASHION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8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爵恋芍药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7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舒缓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8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碧美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深层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深层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碧美深层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丽 骆驼奶美肌营养素颜爆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97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合生肽玻尿酸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398 广州远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洛莎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03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PIAC水凝清润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10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AC水凝清润隔离霜0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18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T'S MY TURN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3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3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IT'S MY TURN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3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仟诺伊清透柔肤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6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1#清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1#清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1#清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493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烨精修紧肤冻干粉+精修紧肤溶媒液+
精修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17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OAHFANGLAND落雁芳洲羊胎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19 广州市九古贸易有限公司

贝洛莎氨基酸温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33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港雅金箔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37 广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苏狄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42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港雅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47 广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水盈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6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果佳果木竹炭祛黑头撕拉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6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竹炭祛黑头撕拉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6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竹炭祛黑头撕拉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6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贝洛莎芦荟补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70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一荷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7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一荷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时美刻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时美刻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时美刻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幻之语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4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幻之语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4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幻之语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4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MANPU黛曼普小熊轻盈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8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清透隔离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89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润弹幼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590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MRS`MIRTH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MIRTH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MIRTH 洋甘菊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MIRTH 玫瑰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MIRTH 玫瑰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MIRTH 玫瑰水份润透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0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ngChun昌·纯盈润滋养修护冻干粉
套盒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盈润滋养修护冻干粉
套盒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盈润滋养修护冻干粉
套盒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四季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1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仟草完美姜油蜜多多丝滑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28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D ME 凝润鲜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D ME 凝润鲜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D ME 凝润鲜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缘自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72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肽美青春冻干粉+焕美青春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82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竹炭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68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祛痘亮肤修护套-祛痘亮肤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0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发誉深层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32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港雅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47 广州益航贸易有限公司
MG靓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53 广州市歌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青春定格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6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焕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焕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海茴香焕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目收紧化纹眼部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2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MENGHE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5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氨基酸焗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78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氨基酸滋养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89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妃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790 广州新概念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都贝贝安四季多效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04 广州恩道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珍蒂美温和净透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0
广州冰肌玉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十颜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3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先履 冻干絮水丝蛋白缓释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6 广州先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瑶茶粹玻尿酸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19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瑶茶粹烟酰胺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22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28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33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36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4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4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4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4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5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5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5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靓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靓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寒晞靓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斌人参下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1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白麋鹿烟酰胺润泽焕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4
广州匹诺曹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PerHsee富勒烯密集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密集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密集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春雪六胜肽嫩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80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六胜肽焕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83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兹美去屑洗发露（柠檬去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87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六胜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93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兹美去屑洗发露（怡神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94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六胜肽活力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95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98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璽洋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1899
广州臻美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桑春雪六胜肽紧致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1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水光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0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織顏冰肌焕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嫩颜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顏H2O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千幻 弥幻润透无瑕空气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21
广州市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兹美去屑洗发露（丝质顺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26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寻找蝴蝶香水（NO.26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寻找蝴蝶香水（NO.26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寻找蝴蝶香水（NO.268）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3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芘歌 氨基酸牛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0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冥府之路香水（NO.274）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冥府之路香水（NO.274）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冥府之路香水（NO.274）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A肌光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肌光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肌光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无人区玫瑰香水（NO.2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无人区玫瑰香水（NO.2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无人区玫瑰香水（NO.2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迹彤颜时光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49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7)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3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3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3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6)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4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4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42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1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6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迹彤颜时光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68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安洁羽清肌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7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SKRC芦荟胶晶透不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83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清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萱草水氛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草水氛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草水氛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修护肽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H-II二裂酵母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4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Hsee富勒烯肌光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肌光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肌光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岛屿烟酰胺原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1999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纯养轻奢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0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瓷肌水光魔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06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0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懒人艺术眉笔（1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16
广州花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谜虾青素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虾青素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谜虾青素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30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亮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33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臣瑟芭比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36 广州臣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芯萃沁润冰肌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37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满可琳金盏花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38
广州雅蒂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励士清肌控油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46 广州励士贸易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懒人艺术眉笔（2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47
广州花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色多效赋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48 广州市雅顿实业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5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ANNEBETTY氨基酸洗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5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蜗牛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62
广州市娜芬美容用具有限公
司

爵恋亮颜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6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肌肽驻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6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舒缓透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7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7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束色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83 广州市雅顿实业有限公司
F.R.C素描极细眉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87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藻尚好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88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尚妃 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91
广州润皙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nyboshi施栢麗 水漾丝柔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099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清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0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贝洛莎薏仁提亮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08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龄美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09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芯萃祛痘菁萃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15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花蜜微珠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花蜜微珠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花蜜微珠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舒韵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2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岛屿烟酰胺原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4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秋曲无患子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8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焕嫩清透裸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清透裸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嫩清透裸肌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39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慧香雅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5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姿芙温润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6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子婷ZITING玻尿酸水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6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瑞兰卡量子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0 广州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2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2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2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7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5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5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SHAMPOO F95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6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6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CONDITIONER F96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4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4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4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2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3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3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31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G美格极致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86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vopro.薇宝 江南印记四色蜜粉101#皓
玉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9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 江南印记诗韵蜜粉101#皓玉
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19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臣活肤焕颜清洁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205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臣活肤净澈清洁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208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臣活肤柔澈清洁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216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冻干粉+ 馥活莹靓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冻干粉+ 馥活莹靓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蕾诺 馥活莹靓冻干粉+ 馥活莹靓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臣活肤润养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16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UYOYO优优烟酰胺美肌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20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Hsee富勒烯焕颜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3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焕颜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3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焕颜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3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芝发际线修饰阴影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41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TON MEI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45 广州唐美药业有限公司
茗萃水润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49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芦荟修护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55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丝滑滋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61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莹润肌源修护套装 莹润修护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73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魅力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魅力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魅力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菲瑶 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菲瑶 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菲瑶 草本紧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8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之流清透隔离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清透隔离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花之流清透隔离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泽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泽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润泽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造容颜 无硅油健康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395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步月二裂酵母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0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二裂酵母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0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月二裂酵母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0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密罗木焕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06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绵婴儿多效紫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28 广州诺绵科技有限公司
爱优谜纤连蛋白美肌修护尊享套-美肌
修护纤连蛋白冻干粉+美肌修护纤连蛋
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33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芝水蜜桃温和净柔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44 广州百优特贸易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赋活精粹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4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赋活精粹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4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汇天养道植萃赋活平衡套-赋活精粹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45
汇天养道（广州）健康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焕颜新漾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50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百圆美妆复活草留香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55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麋鹿烟酰胺焕颜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64
广州匹诺曹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富勒烯虾青素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麋鹿烟酰胺莹润靓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67
广州匹诺曹美业化妆品有限
公司

舒淳SHUCHUN舒淳倍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81
广东优进智慧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茗膜范草本护理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484
广东玖茗睛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茹姬葡萄柚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13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润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23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晶雪滢焕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24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润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25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晶雪滢焕亮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26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晶雪滢焕亮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27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奈奈雪肌樱花雪肌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樱花雪肌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樱花雪肌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3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奈奈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奈奈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奈奈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3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OCKO圣兰戈艾地苯弹嫩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559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悠丝曼水光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671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丝曼乳木果油嫩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673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KOM纤蔻酵母植萃水润亮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679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烟酰胺黄金滋润手膜-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17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诱纱睫毛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26 广州速聪科技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柔纱定妆散粉 瓷肌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34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柔纱定妆散粉 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37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俨诺艾草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39 广州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4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护芳阁 头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2 广州发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蔓玉肤舒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3
萃蔓（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艳蕊 奢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 奢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艳蕊 奢养玻尿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58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松瑞康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63 广州传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依升 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依升 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依升 清香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7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兹美 男士去屑多效洗发露（活力运
动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82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787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芙瑶青春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珍秀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29 广州邱颜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BA多芭竹萃洁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44
广州市多芭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百合美肤丝滑慕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51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清透控油粉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7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清透控油粉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7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高跟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高跟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高跟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轲雅微肽焕颜冻干粉+微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微肽焕颜冻干粉+微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微肽焕颜冻干粉+微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微肽焕颜冻干粉+微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签约女皇氨基酸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288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颜瓷娃娃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06
广州希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芙堂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0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薰衣草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薰衣草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薰衣草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玫瑰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玫瑰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圣女 玫瑰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1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养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4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养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4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55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多肽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6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依帕莉蛋白滋养头发营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64
广州市柏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洛蓝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2986
广州萧菲纪莲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ENG YI岩衣藻焕肤亮颜套岩衣藻
洁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00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agic水光精华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07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研玑净柔膏+舒研玑净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08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misimi蕊乐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11 广州蜜蜜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蒲束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15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烟酰胺弹嫩透亮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2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烟酰胺弹嫩透亮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2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烟酰胺弹嫩透亮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2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康善臻温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康善臻温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康善臻温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瑞娜 雪肤无暇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如精萃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6
拉芙（广州）品牌推广有限
公司

佰瑞娜 雪肤无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CFASHION积雪草身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8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佰瑞娜 雪肤无暇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3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CFASHION磨砂身体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42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佰瑞娜 瓷肌玉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4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CFASHION积雪草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44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佰瑞娜 瓷肌玉肤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4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NYISHENG玫瑰精萃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60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净化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瑞娜 雪肤无暇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俨诺艾草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6 广州俨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瑞娜 雪肤无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CRBEAU奢唯宓多效美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8 广州乔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FULS 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舒通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调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0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芬烟酰胺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烟酰胺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烟酰胺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息温护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息温护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息温护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金缕梅红景天花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08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C6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C6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C6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C64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C64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C64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娜姿寡肽修护多效冻干粉+英娜姿寡
肽修护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寡肽修护多效冻干粉+英娜姿寡
肽修护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寡肽修护多效冻干粉+英娜姿寡
肽修护多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ederer  HAIR MASK  F8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4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4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4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1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1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瑶 瑶族泡浴粉-净化养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5
广州妤诗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GE SHAMPOO  K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7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7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73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2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轲雅水嫩娇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水嫩娇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水嫩娇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轲雅水嫩娇颜多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65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65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65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66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66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66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3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OVISSE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有机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51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微美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54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颜BIOISIS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套-
蓝铜肽焕颜轻奢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172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芊晟氨基酸滋润柔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07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仟美意多效美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多效美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美意多效美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1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秀雪御活颜菁萃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20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朵凌黛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43 广州朵凌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黛诗丰盈波浪香氛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53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ECRBEAU奢唯宓清莹爽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59 广州乔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C姜王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C姜王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C姜王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冻干粉+金致臻
颜奢养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金盏花精粹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271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USE 精致持妆三叉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66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辟浪莎臻爱经典淡香水（0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辟浪莎臻爱经典淡香水（0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辟浪莎臻爱经典淡香水（0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酵母鲜养精萃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82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凝泊霖雪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凝泊霖雪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凝泊霖雪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思美 玻尿酸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9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 玻尿酸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39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UYamn傲漾姜汁奢养洗发露（柔润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02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Salma保湿修护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03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Yamn傲漾奢香沐浴露（红粉香奈）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11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玻尿酸焕颜精粹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17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雪御活颜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18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昕诗漫虾青素肌肽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19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时婕氨基酸奶盖洗卸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22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淇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姜汁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3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光果甘草修护2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37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海尔诗光果甘草修护1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41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WIN夏诗文奢华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4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纯火山泥身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54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禾童颜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62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魅力之香坚果润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6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魅力之香坚果润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6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魅力之香坚果润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6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瑞姿国色留香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66 广州美易进出口有限公司
萝莉妹妹舒缓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75 广州市熙持贸易有限公司
妤馥诗氨基酸海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89 广州曼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丝曼多肽小分子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93 广州聚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珏之谜清泉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9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多肽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496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DT鱼子酱肌源焕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鱼子酱肌源焕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鱼子酱肌源焕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品茄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鸸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依帕莉法国香水味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06
广州市柏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心雅素黄金焕肤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11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依帕莉植物蛋白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17
广州市柏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佰惠茶树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1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美肤丝滑慕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4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梦人虾青素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6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金色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金色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金色大地）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2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喀美特氨基酸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36 广州市颜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喀美特氨基酸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36 广州市颜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喀美特氨基酸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36 广州市颜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富勒烯紧致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富勒烯紧致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富勒烯紧致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依克多因亮肌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依克多因亮肌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玻色因依克多因亮肌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珏之谜金盏花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珏之谜花漾精粹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GVZZELIM姑再丽穆奢宠美肌胶囊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VZZELIM姑再丽穆奢宠美肌胶囊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VZZELIM姑再丽穆奢宠美肌胶囊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8
广州希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珏之谜胶原蛋白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5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水润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92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泊妍提拉紧致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泊妍提拉紧致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泊妍提拉紧致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5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琳荷韵娇颜玉润彩妆套组-荷韵娇颜
惊艳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1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瑞兰卡氨基酸卸妆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21 广州大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微肽紧致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微肽紧致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微肽紧致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白藜芦醇清透皙柔套-白藜芦
醇清透皙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5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DF & Camille DC五果净爽养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65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颜值多效虾青素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66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俏颜值烟酰胺保湿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67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蒂肤COODFI 艾叶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6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ANMINA奥兰米纳金缕梅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73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ANMINA奥兰米纳金缕梅毛孔紧致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76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口红雨衣定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77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颜值维生素C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81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萫鑒天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86
广州衍馥酒店用品有限责任
公司

卡莉欧缎光丝绒雨雾经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缎光丝绒雨雾经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缎光丝绒雨雾经典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36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衍丽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00
广州市金莳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妃丝KAFESI晶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晶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晶钻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芙韵美肌亮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1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二裂酵母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1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富勒烯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富勒烯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富勒烯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雅蓝朵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田秀龙脑冰爽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58
广州姿田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遇氨基酸二合一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59
广州格拉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典富勒烯燕窝蛋白奢养套组-肤典燕
窝蚕丝蛋白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61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媄琦氨基酸柔润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69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唐琳荷韵娇颜玉润彩妆套组-小弯尖炫
黑极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3771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DARANCA黛兰卡柔润盈韧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09 广州黛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肌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肌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肌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养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养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莉娇  养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芙韵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3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恩雅妃德 酵母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42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天姿蓝玻尿酸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45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芙韵美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4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ITALU丽塔露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54 广州丽塔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姳润烟酰胺净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烟酰胺净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烟酰胺净润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姳润胶原蛋白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胶原蛋白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胶原蛋白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定格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定格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定格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青春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青春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青春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雪肌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雪肌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雪肌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蓝铜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91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思曼蒂酵母益生元润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38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澜娜金橄榄清爽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16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诺色天鹅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2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养肤小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养肤小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养肤小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OWTOPiA奶油慕斯身体乳（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45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流牧者动感塑形碎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57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滢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90 广州馨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雅蓝朵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399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路路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路路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雅蓝朵路路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me榆绣线菊氨基酸洁颜乳Ⅲ-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0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雅澜时光青春液+赛雅澜时光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时光青春液+赛雅澜时光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时光青春液+赛雅澜时光青春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1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me榆绣线菊精萃水Ⅱ-75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3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道益元密萃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5
欧睿斯（广州）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Hime榆绣线菊肌润修护霜Ⅲ-75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6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净化清畅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净化清畅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净化清畅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茉莉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茉莉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茉莉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Hime榆绣线菊修润精华液Ⅲ-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21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Hime榆绣线菊细致眼霜II-50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23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Hime榆绣线菊丝柔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26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Y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29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Hime榆绣线菊舒缓乳Ⅲ-100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31 广州市紫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蒸天养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33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淡妆浓抹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浓抹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淡妆浓抹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漾奈丝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漾奈丝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漾奈丝  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4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玻尿酸补水深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0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臻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4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臻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4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臻颜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4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麒麟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麒麟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麒麟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5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婷碧泉酵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5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莱娜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63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莱雅烟酰胺透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65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蔻美媛植物精华补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197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顔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04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唐琳荷韵娇颜玉润彩妆套组-荷韵娇颜
臻亮玉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42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唐琳荷韵娇颜玉润彩妆套组-荷韵娇颜
时尚潮妆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4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尔斯顿里奥艾地苯橘灿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7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小菲焕彩水润透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焕彩水润透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陌小菲焕彩水润透亮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7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夏基因寡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285
广州涵夏基因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卓星圣华养护套 圣华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01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如忆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11
广州舒适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小魔盒塑颜冻干粉+塑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12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仁堂水咋弹熬夜伴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3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燕麦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48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ITS-7赋活臻颜平衡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70 广州臻缗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稚小气泡水（SA2）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71 广州嘉贝科技有限公司
赫莱娜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72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稚小气泡水（AS1）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75 广州嘉贝科技有限公司
欧稚小气泡水（AO3）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83 广州嘉贝科技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耀眸双质眼影膏02潮汐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93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年今日亚麻籽蚕丝蛋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96
广州喜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霓追光耀眸双质眼影膏03怀表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97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耀眸双质眼影膏04原野 粤G妆网备字2020154399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耀眸双质眼影膏01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01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朴兮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03
广州市天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幼亲婴儿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05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燕麦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09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喜露滋青春润养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1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格桑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39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道益元密萃活能精华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40
欧睿斯（广州）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NUUY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4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NUUY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4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NUUY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41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道益元密萃活能精华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52
欧睿斯（广州）营销策划有
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9）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9）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69）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6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芦荟保湿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66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SPA香氛柔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67
广州妃欧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SCHWYNING施维宁寡肽冻干粉+寡肽滋养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485 广东贝漾云科技有限公司

巧莱雅烟酰胺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507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CY叁·悦璀璨奢言柔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508 广州斯薇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BAMEI SEN 芭美森水光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0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面部透靓醒肤套-玻尿酸原
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0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面部透靓醒肤套-孔雀石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1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白藜芦醇清透皙柔套-白藜芦
醇清透皙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1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1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洋甘菊植物黄金修护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1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谜色白藜芦醇清透皙柔套-白藜芦
醇清透皙柔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1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白藜芦醇清透皙柔套-白藜芦
醇清透皙柔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22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瑜娇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瑜娇草本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305修护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30
广州市比兰茜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校花秘语血橙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37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润莱阿诗梵焕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3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珏之谜富勒烯多肽活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4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恋烟酰胺水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4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黑珍珠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45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纳诗vnaze玻尿酸鲜注导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47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云微冠蛇毒胜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51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MANYUK嬷嬷宝草本植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52
广州曼瑜天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叁时玖号 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5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珏之谜盈润保湿呵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6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美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1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香媛侧柏叶控油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2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济州岛植萃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济州岛植萃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2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无患子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5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无患子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89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DY PINK传明酸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9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ODY PINK传明酸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9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ODY PINK传明酸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9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百圆美妆无患子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698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星圣华养护套 圣华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14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梦幻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1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梦幻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1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光韵幻彩眼影（梦幻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1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洛莎温泉水活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37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Orb Lil山羊乳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51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b Lil山羊乳魅惑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56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尼蓓贝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尼蓓贝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尼蓓贝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子婷ZITING青春焕颜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8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J子婷ZITING水盈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8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LYW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生力姜汁暖养养发洗发乳（修护养
发）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2 滇虹日化（广州）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芦荟水份缘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79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樱花柔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薰衣草舒缓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花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花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光之诱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20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璀璨恒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21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水润靓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水润靓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水润靓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4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4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丽芬玥颜逆时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54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優莎免洗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57
广州晟源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巧莱雅烟酰胺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69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养发米霜-淘米水护发素
（补水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泥元灸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养阁格桑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8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二裂酵母美肌五件套礼盒-二裂酵
母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绵羊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83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冬季草本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891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爱优谜小花茉莉美肌尊享套-美肌修护
纤连蛋白冻干粉+美肌修护纤连蛋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1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秀秘时臻金焕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5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爱优谜小花茉莉美肌尊享套-小花茉莉
美肌唤醒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7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鱼籽酱燕窝多肽青春定格
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鱼籽酱燕窝多肽青春定格
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鱼籽酱燕窝多肽青春定格
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1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优谜小花茉莉美肌尊享套-富勒烯小
花茉莉舒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1 广州茉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 RAIN小笨蛋宠爱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2 广州领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肌淳逆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4 广州圣联商贸有限公司

植愫百花香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百花香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植愫百花香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滇山康宝金鸡纳祛屑头皮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29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30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MAgIC魅力丝滑唇彩4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32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魅力丝滑唇彩3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3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轻雾润感唇釉L01暗夜权杖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37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胶原弹嫩冻干粉+多效弹嫩溶
媒液+五肽六肽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38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霓追光轻雾润感唇釉L04奶盐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40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轻雾润感唇釉L03幕霭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42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轻雾润感唇釉L02夕照枫林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45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47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觅霓追光轻雾润感唇釉L05冰糖山楂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51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补水咋弹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6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 克拉恋人水感系列套盒 水感丝
滑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69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元堂何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70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 克拉恋人水感系列套盒 水感丝
滑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4972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迪诺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雷蒙安特姜汁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66
雷蒙安特（广州）国际供应
链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光感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75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光感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75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造美净界光感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75 广州兰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思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77
蒙娜丽香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KR SHOP晶透舒缓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晶透舒缓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晶透舒缓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杰尔活颜抚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083 广州维丽斯贸易有限公司

梦美尔暖久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05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薇白藜芦醇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薇白藜芦醇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薇白藜芦醇滋养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滋养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1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SHIDI萱诗迪魅惑星耀丝绒口红
（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18 广州市万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焕亮润肌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2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SHIDI萱诗迪魅惑星耀丝绒口红
（草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22 广州市万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SHIDI萱诗迪魅惑星耀丝绒口红
（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27 广州市万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SHIDI萱诗迪魅惑星耀丝绒口红
（复古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29 广州市万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XUANSHIDI萱诗迪魅惑星耀丝绒口红
（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32 广州市万晟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伊美 氨基酸温和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40 广州奈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诗莱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47 广州美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修护冻干
粉+柔密码SOFTPW富勒烯紧致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5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修护冻干
粉+柔密码SOFTPW富勒烯紧致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5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弹嫩紧致修护冻干
粉+柔密码SOFTPW富勒烯紧致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5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爆水透亮素颜霜（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60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COCO BUTTER慧颜丽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68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媱姬堂佰草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72
德唯康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梵绮丝益通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5183 广州市梵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爆水透亮素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02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1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万里蝴蝶手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手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手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沃水解胎盘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23
广州市婉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熬夜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熬夜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熬夜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瑞兰净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44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生源净颜修护冻干粉+净颜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4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丹琪烟酰胺冻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54 广州鸿亦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净颜清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55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贞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贞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酵素微生态贞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生源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61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茵爽肤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75
广州市东滋润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里蝴蝶颈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颈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颈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有肌平衡滋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1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惠恩熙二裂酵母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4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优新  无暇美肌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295 广州恋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芙昕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芙昕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芙昕藏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表现发丝清洁柔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21 广州凯旋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保湿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2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秀堂DIXIUTANG藏红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2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斯妮蔓轻奢逆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25
韩妍（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里蝴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3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有肌贻贝修护冻干粉+贻贝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36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珍维丝滋养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香氛舒缓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欧 舒妍多效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舒妍多效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舒妍多效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紧致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4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香氛补水润肌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5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净色淡纹亮肤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净色淡纹亮肤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净色淡纹亮肤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防裂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7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nyboshi施栢麗 原浆蓝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76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玺妍  奢养鱼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91 广州巽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特润防裂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9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语花氨基酸冰沙柔珠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98
广州市常青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EFFI CARNNY黑茶益生菌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539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深层补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滋养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4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效臻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效臻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效臻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养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2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养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2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泷聖颜养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2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茶籽油星耀倍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29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富勒烯凝时修护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3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臣富勒烯修护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34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4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4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4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妃佳莉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心妃佳莉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心妃佳莉多肽童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5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酵母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7) 粤G妆网备字202015549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橼氨基酸薰衣草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1 广州丽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TO水酷清透补水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水酷清透补水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水酷清透补水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翠丝汀毛孔细致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6
广州翠丝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二裂酵母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滋润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08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眼部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1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二裂酵母赋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1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莱娜多肽原液+赫莱娜醒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14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ov8二裂酵母润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1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萌黄花蒿奢养修护焕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23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茗萃水润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28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31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娇泥坊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38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MY· 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活性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烟酰胺柔嫩至焕免洗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烟酰胺柔嫩至焕免洗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烟酰胺柔嫩至焕免洗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清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62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香氛保湿防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6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芳婷能量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仆寡肽清颜弹润修护套组-寡肽清颜
弹润修护冻干粉+寡肽凊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73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润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76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多肽修护美肤冻干粉+多肽修护
美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多肽修护美肤冻干粉+多肽修护
美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如花多肽修护美肤冻干粉+多肽修护
美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肌底焕活臻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90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维生素E乳（多效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9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维生素E乳（滋养亮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96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晶雪滢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598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０
２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０
３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7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０
６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7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微冠毛孔细致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7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毛孔细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81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毛孔细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9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OCALLURE COVER MAX MATTE 
FOUNDATION FA-130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9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STAY MAX SMOOTH EYELINER 
GEL FA-135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9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GLOWMAX HYDRATING PRIMER 
FA-138#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9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云微冠毛孔细致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69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乳糖酸细致润透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乳糖酸细致润透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乳糖酸细致润透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春雪六胜肽弹力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10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丝绒哑光唇彩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3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哑光不沾杯唇彩2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51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橼氨基酸桂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55 广州丽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丝绒哑光唇彩2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59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恩熙类蛇毒肽熬夜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61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优滋瑞肌蛋多效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64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多肽水润透焕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71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魅力丝滑唇彩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7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哑光不沾杯唇彩1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7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钰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779 广州李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魅力丝滑唇彩2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0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活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活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活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3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珍珠雪肌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39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49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佳稻米酵素亮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851 广州凤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草本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1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格格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18 广州粤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格格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18 广州粤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格格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18 广州粤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奈莫瑞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2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莫瑞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2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莫瑞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2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趣氨基酸净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77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黄瓜滋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84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89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叶纯 香氛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90 广州市高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防冻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599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珍珠富勒烯珍珠美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00
广州美诗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嫔婷二裂酵母熬夜弹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二裂酵母熬夜弹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二裂酵母熬夜弹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焕采盈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露兰紫苏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露兰紫苏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露兰紫苏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基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基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基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肌底焕活臻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29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油脂平衡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油脂平衡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油脂平衡卸妆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舒缓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舒缓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舒缓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四方壹品伊丽莎白胶原蛋白紧致粉+胶
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37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优姿梦肌底焕活臻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46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肌底焕活臻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51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润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055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赞恩青春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42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YASHUNUO黄金富勒烯紧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57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四方壹品伊丽莎白水活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62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肤扬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6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绮丝舒活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66 广州市梵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NONO星河玻尿酸闪耀盈润口红欲
转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69 广州大禧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季元堂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72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AILIBIFEI爱丽彼菲细致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73 广州承风贸易有限公司
茗萃水润丝滑柔软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75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萃水感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78 广州艾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KA肌光臻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肌光臻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肌光臻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1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的膜法补水丝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7
广州兰奈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扬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ZI匀亮鲜润土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ZI匀亮鲜润土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MZI匀亮鲜润土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方壹品伊丽莎白塑颜苹果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1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紫魅幽
莲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紫魅幽
莲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紫魅幽
莲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反转巴
黎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反转巴
黎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迷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泡泡（反转巴
黎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1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芙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2
汉方生物医药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山茶花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3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绿茶清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百合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25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锦芙玻尿酸极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NA SEVEN 柠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NA SEVEN 柠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NA SEVEN 柠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源薇美提升冻干粉+暨源薇美提升溶
媒液+暨源薇美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3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洁羽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柏健保湿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5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源紧致冻干粉+暨源紧致溶媒液+暨源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1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源臻颜冻干粉+暨源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3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洁羽美肌面膜粉+酵素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舒缓修护馥颜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6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方壹品伊丽莎白水活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73
米莱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BLUE LIZARD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75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慈美妙龄定格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82
广州缘慈美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颐養珈人腰部养护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84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FTEENPLY清颜痘痘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1 广州缤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玻尿酸晨光卸妆洁颜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玻尿酸晨光卸妆洁颜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玻尿酸晨光卸妆洁颜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玻尿酸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29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恋群烟酰胺净颜焕亮安瓶面膜组合-烟
酰胺净颜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桑春雪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養珈人舒胸养韵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1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天然去屑洗发水（旅行
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3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十二院子韩熙载夜宴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1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尊莹皙透雾感蜜粉（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3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水肌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41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美肌皇后沁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48 广州小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皇后美肌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51 广州小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抑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抑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抑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奢雅光感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89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寡肽祛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清颜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7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六府颐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39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壁合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壁合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Roller多肽壁合美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姿梦滋盈肌本润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22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贵族灵芝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27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源薇美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30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織顏多效水感冰膜（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3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洁羽清肌面膜粉+清肌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海姿芙滋水涵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40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蒸天养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48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鑫雅居美颜精华膜+美颜护理液+美颜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49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UV溢彩年华高光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51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UUV丝盈轻肤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52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MUCHCARE水润营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59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茜燕窝滋养隔离霜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6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6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6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6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百谷草木深层修护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71
广州市东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熙泡泡沁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72
肌熙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润茜燕窝滋养隔离霜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7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亮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76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KEZHIYA珂芝雅多肽玻尿酸美颜组合 多
肽玻尿酸美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7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多肽玻尿酸美颜组合 多
肽玻尿酸美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8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乐草元植物精粹沐浴洗发液（二合一）
（旅行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84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SAYING积雪草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93 广州韩多姿贸易有限公司

俏颜值胶原六胜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495
森德源（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美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00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冰活津润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津润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津润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1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轻松舒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2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立享立美富勒烯多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29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ILLUMINARE 琉璃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32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SL SIGNATURE LINE 古龙香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40 广州市宁洛贸易有限公司
立享立美密集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46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冰活修护微晶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修护微晶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修护微晶原生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万里蝴蝶美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美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美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冰活津润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津润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冰活津润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毛孔隐形水冰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毛孔隐形水冰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毛孔隐形水冰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淇康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凡士林精华修护型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8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凡士林精华修护型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8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凡士林精华修护型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8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薇纤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6595
广州薇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6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6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6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aUYamn傲漾姜汁奢养洗发露（丝质顺
滑）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11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深层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1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深层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1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灵芝膏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1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盈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2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2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灵芝膏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2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贝死海盐头皮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28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0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御岁天鹅绒胶原蛋白钻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天鹅绒胶原蛋白钻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天鹅绒胶原蛋白钻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之源藏泥膏-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人贝死海盐滋养顺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5 广州亚瑞贸易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8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爱安思唇眼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39
广州爱安思美学新科技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植物舒缓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4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4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罗玥草本清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47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多肽活性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4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5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氨基酸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5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谷胱甘肽瓷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5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蜜际 水漾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61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泥膏-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6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皙之妮海洋活力清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69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丹媛牡丹植护润抚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74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际 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86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SIPANYA雪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793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御岁胶原蛋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胶原蛋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胶原蛋白瓷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0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IPANYA雪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02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薇蔓俪莎儿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4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50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冻干粉+美肤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53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张砾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64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植炫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7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8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肽青春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89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萌黄花蒿清润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06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  麋鹿酵母菌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0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美惠子人参净透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美惠子人参净透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美惠子人参净透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5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蜜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蜜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蜜妍蜜妍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1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幂丝柔润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2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依克多因微晶浓缩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若翔聚源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38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鱼子精华高光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鱼子精华高光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鱼子精华高光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4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蝶诗琳野生小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51 广州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翔聚源畅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60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紧致靓肤贴+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68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斑美夫人BANMEILADY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71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美夫人BANMEILADY润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91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美夫人BANMEILADY润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6993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岁女神优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女神优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女神优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女神优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女神优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女神优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生物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生物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生物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醒覺植萃人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2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舒活乐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舒活乐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舒活乐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婵贵人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肌源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7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活力养护套-活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臀部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韵美养护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28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靓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31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eto祛痘凝胶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32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巧婷酵母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4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萌黄花蒿控油强韧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52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溯源修女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溯源修女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溯源修女冷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古乳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69
联豪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艾依娃 儿童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Hair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7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Hair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7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Hair Inhibi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7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蛇毒肽抚纹紧实亮泽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095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克拉 梦公主熬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01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芸施紫苏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09 广州财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zhiqiao千之俏奢宠臻采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20 广州爱菲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ées boite时间盒氨基酸净澈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23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3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3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3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纷秒柔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57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人参奢享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0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人参奢享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悦修安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悦修安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悦修安肤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卓蔻臻品金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7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小妹皙颜多效阿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6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森池香润滢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0
广东姬妃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麗雪顔清颜祛痘专属定制套-清颜净
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馨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6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焕颜微晶粉+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焕颜微晶粉+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焕颜微晶粉+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CHCARE头皮肌肽保养洗发乳（滋养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89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焱妃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焱妃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焱妃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蔓俪莎儿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UCHCARE头皮肌肽保养洗发乳（舒缓去
屑）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5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CHCARE头皮肌肽保养洗发露（温和控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196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泉清透幻颜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05 广州市成铭商贸有限公司
亦禾多肽肌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07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敷坊敷尚美私人定制芊秀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18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之莱首乌精华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19 广州法之莱贸易有限公司
欧凯曼温和舒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27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蔻乳木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3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乳木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3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乳木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3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唐王妃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3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秀雪御活颜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42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暨伊美时光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51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韵康温舒草本套-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温舒草本套-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温舒草本套-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腰艳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腰艳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腰艳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福小宝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小宝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小宝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7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悦虾青素透亮补水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悦虾青素透亮补水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悦虾青素透亮补水精华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PTI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益筋腿部草本养护套-腿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92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94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96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腿部草本养护套-腿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98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299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03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龙骨草本养护套-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06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龙骨草本养护套-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08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圣修堂草本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11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婕 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27 广州晶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颜范金玫瑰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29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丽钰水漾逆龄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0
广州康柏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丽钰水漾逆龄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1
广州康柏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原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2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原液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3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芯萃控油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4
广州芳芯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原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38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原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41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特的烦恼滋润身体乳(乌木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61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特的烦恼滋润身体乳(鼠尾草&海盐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64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要颜 寡肽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2
广州初禾服饰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氨基酸净柔透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氨基酸净柔透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氨基酸净柔透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果蔬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果蔬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诗贝尔果蔬酵素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7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鲵多肽修护精华液+因鲵多肽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83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爵恋珍珠修颜无暇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8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然清爽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393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粉蓝铜肽活颜修护套蓝铜肽活颜修护
冻干粉+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402
广州市纳蓝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天姿蓝烟酰胺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409 广州轩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g WEN冰吻叶绿素·男士活能滋润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4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冰吻叶绿素·男士活能滋润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4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冰吻叶绿素·男士活能滋润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4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伊身焕彩明眸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67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足部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足部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足部养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麗坊 草本祛痘膜粉+草本祛痘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温润净畅草本套-温润净畅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5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活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01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本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0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育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0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高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09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MY·BEAUTYFACE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
性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FACE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
性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FACE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
性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温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23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甄霓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25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韩逸娜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3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人参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38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人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6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无瑕修护精
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68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净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2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净透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3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净透焕颜舒
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6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立体焕活冻干粉+立体焕
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8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无瑕修护精
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79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净透焕颜修护套盒-修护冻干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2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唐琳荷韵娇颜玉润彩妆套组-荷韵娇颜
时尚亮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3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菊秀雪御活颜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5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奈莫瑞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莫瑞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莫瑞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HACOME奥华蔻烟酰胺亮颜水润舒缓溶
媒液+烟酰胺亮颜美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RHACOME奥华蔻烟酰胺亮颜水润舒缓溶
媒液+烟酰胺亮颜美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RHACOME奥华蔻烟酰胺亮颜水润舒缓溶
媒液+烟酰胺亮颜美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凝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91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净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9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维E四季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698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0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麦亭俪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03 广州俪亭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11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水光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1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多效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1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ΛΜ0ìΛRY水光液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1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肽伴三肽-1铜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36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von's草本赋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44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CCJNHUA杜仲净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46 广州木垚贸易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0)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0)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0)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FCCJNHUA玻尿酸水光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54 广州木垚贸易有限公司
LIANGLIXING靓丽星氨基酸酵母净润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67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G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76 广州媄妆贸易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7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枝水漾莹润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84 广州懿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n's草本赋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87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CCJNHUA烟酰胺雪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88 广州木垚贸易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n's精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1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所谜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5)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5)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5)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s多肽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4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on's多肽沁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5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rur工匠流畅眼线液笔#银河黑/棉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8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57799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化妆师四叉液体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06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化妆师四叉液体眉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08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轻盈水漾隔离霜 1#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0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诗秀库拉索芦荟氨基酸清爽控油去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1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rur化妆师四叉液体眉笔#银河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2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一笔成型眼线液笔#银河黑/毛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5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工匠流畅眼线液笔#月光棕/棉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7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轻盈水漾隔离霜 2#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1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VO粉红蜗牛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2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粉红蜗牛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2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粉红蜗牛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2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7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媒
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面部透靓醒肤套-青春活颜
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尔美蛋白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馨尔美蛋白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馨尔美蛋白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8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植碧泉金盏花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897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0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22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日元素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34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淡纹舒缓修护
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淡纹舒缓修护
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杜兰KEADURAN赋能多肽淡纹舒缓修护
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 润肤米浆淘米水沐浴露
（米脂补水滋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57964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51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蔓护舒缓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55
广州市名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4)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4)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54)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超百媚·丽人宝盒-俏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6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蛋蛋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蛋蛋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蛋蛋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补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斯妮蔓轻盈赋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78
韩妍（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面部透靓醒肤套-修颜靓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8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綵薇堂海水仙高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89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UCANBE乳酪可可十五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58093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Mary Sweet海藻糖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00 广州资盈贸易有限公司
唯慕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焕
颜冻干粉+多肽焕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03 广州唯慕药业有限公司

粉肤儿 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0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钰微肽修护冻干粉套-微肽修护冻
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14
广州康柏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幼亲婴儿燕麦营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23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雅词多效倍润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3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之莱姜母精华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40 广州法之莱贸易有限公司
AOLANMINA奥兰米纳金缕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46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妮茜清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62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美诗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70 广州市东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EYOU草本植物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IEYOU草本植物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IEYOU草本植物精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9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肤儿 焕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19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水光气垫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0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莉欧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金箔水晶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丽钰多肽肌源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08
广州康柏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水光气垫CC霜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10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定型亮发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1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发世家去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去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去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腹部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莉欧 母菊花润泽净透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母菊花润泽净透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母菊花润泽净透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源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33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月氨基酸香氛滋养呵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35 广州微永实业有限公司
QUEENSTORY VC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5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ΛNIDI积雪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52
广州卡尼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心雅素海洋美肌皙透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58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冻干粉+
多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冻干粉+
多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冻干粉+
多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多肽修护套-多胜肽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光韵美肌粉底液 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77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耀摩肤多肽修护润肤冻干粉+凝龄修护
润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3 广州市吉聚美妆有限公司

唯媄姿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肩颈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肩颈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肩颈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肩颈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SH2O燕龄富勒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89 广州环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润泽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媄姿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媄姿滚滚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2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目透肌增弹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06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XM&XP 植物修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08 广州双乘科技有限公司

诱惑之谜绿海藻多效植绿润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10
广州秀之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维C柑橘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维C柑橘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维C柑橘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1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肌之美新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19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玻尿酸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玻尿酸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玻尿酸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婴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婴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婴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虾青素臻颜紧致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虾青素臻颜紧致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虾青素臻颜紧致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植物多肽弹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植物多肽弹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植物多肽弹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金箔胶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金箔胶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金箔胶原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亮妍舒缓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亮妍舒缓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烟酰胺亮妍舒缓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熊果苷光感开黑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熊果苷光感开黑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熊果苷光感开黑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复合小分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复合小分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玻尿酸复合小分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柔肤空气散粉 L210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4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酵母臻亮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酵母臻亮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酵母臻亮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力醒肤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力醒肤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力醒肤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蓓美焕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67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FCCJNHUA向往肌肤维C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69 广州木垚贸易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水光亮肤焕颜安瓶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水光亮肤焕颜安瓶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水光亮肤焕颜安瓶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净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78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荌雪肌净透水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荌雪肌净透水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荌雪肌净透水合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发世家香氛修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香氛修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香氛修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39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菩媞沐男士养护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07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甘澜头皮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60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雨薇伊人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70
广州黛馨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7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姿芙净之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7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ANMII简美红酒多酚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86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白露为霜酵母多肽时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92 广州亿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9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9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溯衡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49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佰惠光韵美肌粉底液 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58543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植萃净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56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三合一权杖眉笔
（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15857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流牧者滋养净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576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兰度氨基酸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577
广州明日之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肤之道水嫩角质净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12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伊莉浓郁亮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13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瑞寇复合寡肽密集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14
广州玫瑞蔻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三合一权杖眉笔
（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2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三合一权杖眉笔
（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富勒烯润泽能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⑤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⑤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⑤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56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⑨草莓水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⑨草莓水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仙女神口红礼盒限量版-⑨草莓水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0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露为霜酵母熊果苷菁纯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6 广州亿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背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之美烟酰胺凝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38
广州雅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蔻氨基酸净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3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净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3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净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3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Glamourera美肤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2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kinov8二裂酵母保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丝柔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丝柔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蛋白丝柔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4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生姜原液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5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生姜原液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5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牵皙生姜原液修护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5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妃塑净化系列-香妃塑百魅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65 广州品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月氨基酸清洁滋养呵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767 广州微永实业有限公司

云微冠贻贝肌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0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贻贝肌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0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贻贝肌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0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云微冠贻贝肌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06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EGOCI 由西 维A醇光感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3 广州优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1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立体持妆极细眉笔#银河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32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立体持妆极细眉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34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EAL慕之养富勒烯透明质酸钠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36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4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60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植物养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76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81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智妍活力多效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82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ESES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83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姜多宝首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884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年蔻芦荟鲜萃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0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芦荟鲜萃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0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芦荟鲜萃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0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羊胎素紧致修护冻干粉+羊胎素紧
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09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XIN伊芯眼部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眼部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IXIN伊芯眼部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BAI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72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58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9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9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59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水芙净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8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孝心调理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87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7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7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7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6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6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6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5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5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5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EN SKIN REFRESHING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EN SKIN REFRESHING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EN SKIN REFRESHING SHOWE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 SCRUB DEEP CLEANSING BATH 
SALT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 SCRUB DEEP CLEANSING BATH 
SALT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 SCRUB DEEP CLEANSING BATH 
SALT

粤G妆网备字20201589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明玑虾青素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03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腿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语颜焕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语颜焕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语颜焕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INSIKO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5 广州迎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姿虾青素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28
广州市婵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LLOW FOREVER双头持久防水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30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FOLLOW FOREVER双头持久防水眉笔浅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31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最红顔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32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FOLLOW FOREVER双头持久防水眉笔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37
广州市黛姿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好孝心山羊奶滋润焕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39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ESUNYA旗云之恋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62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小金瓶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小金瓶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小金瓶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6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护甲油P02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6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莲之美盈润塑卷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1 广州盛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NMII简美红酒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2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莲之美瞬滑塑卷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3 广州盛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植萃净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植萃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7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醒如 醒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85
手作风物（广州）文化传播
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亮泽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亮泽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亮泽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8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府颐 臻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0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芝美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08 广州科美药妆科技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芬芝家男士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0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ZUANZI钻姿首乌植养洗发水（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16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浓安瓶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19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ANZI钻姿首乌植养洗发水（祛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20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ANZI钻姿首乌植养洗发水（柔顺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21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富勒烯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2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5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5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5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沐思雅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52
广州杉洁美容仪器设备有限
公司

DOLVORME朵完美现代女神洗护沐组合套
装现代女神润泽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53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一品娇兰益生菌滋养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一品娇兰益生菌滋养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 一品娇兰益生菌滋养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轻柔惜肤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9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轻奢温和修护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197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15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草宝贝 六胜肽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六胜肽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六胜肽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2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骆驼奶玻色因洁面泡泡（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2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轻奢柔滑宠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28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幻诱惑小雏菊玻色因洁面泡泡（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光甘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光甘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光甘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诗净肤焕颜美肌套组-净肤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4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艾王乳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诗净肤焕颜美肌套组-净肤焕颜能量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38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诗净肤焕颜美肌套组-植物能量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44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诗净肤焕颜美肌套组-净肤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46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诗萃大马士革玫瑰雪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47
广州市澳键丰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魅力贵族活泉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54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伊岁火龙果磁点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76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伊岁火龙果磁点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77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仙参人参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7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多肽奢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81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氨基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8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8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蒲京爽身醒肤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爽身醒肤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爽身醒肤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2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芸清堂美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04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小宝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柔密码SOFTPW劲爽去屑控油洗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劲爽去屑控油洗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劲爽去屑控油洗发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月其时虾青素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34 广州其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赋颜光采卸妆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赋颜光采卸妆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赋颜光采卸妆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人参轻盈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5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柔亮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柔亮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柔亮爽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5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至臻凝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65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扬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72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水润丝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399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蒂凯儿蓝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09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GHR深海蓝谜丝滑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14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DOLVORME朵完美现代女神洗护沐组合套
装现代女神保湿泡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15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1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2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2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2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2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之漫沙棘维C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沙棘维C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沙棘维C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3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4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力贵族活力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50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臣轻盈柔顺洗护套装-轻盈柔顺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59 广州素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gelllain一品娇兰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一品娇兰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egelllain一品娇兰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北芙闪耀星沙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6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日月其时 虾青素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77 广州其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78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清颜净肤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80
广州欧曼丽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丽媛 夜宴女王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夜宴女王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夜宴女王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8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比咔紫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495
广州市尔之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AWSHE玖皙白花精粹因子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玖皙白花精粹因子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玖皙白花精粹因子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0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KI艾祈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16 广州市爱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山羊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28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水蜜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30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洺沅优胸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40 广州宝鼎贸易有限公司
金媞妍娜芦荟养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42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欣颖XNYN柔韧修护魔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柔韧修护魔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柔韧修护魔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铂悦之恋润颜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悦之恋润颜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悦之恋润颜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复合维他命极光凝护安瓶原液
(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复合维他命极光凝护安瓶原液
(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复合维他命极光凝护安瓶原液
(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6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精化新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8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精化新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9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9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59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梵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梵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梵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梵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1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1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1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Qbebe美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14 广州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2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翠丝汀补水祛痘小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24
广州翠丝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颜国际抗衰丝素蛋白线+丝素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25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莹ZunYing 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3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芙妮清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36 广州赢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修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38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诱龄诺颜清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40 广州赢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芙妮净颜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43 广州赢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OOX小金条柔雾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47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酵母胶原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酵母胶原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酵母胶原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美肌嫩肤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5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妮雅诗舒缓修护乳（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62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妆遮瑕修颜亮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63 广州市百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妮雅诗净颜润肤乳（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65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美芯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美芯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美芯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美芯蛋白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美芯蛋白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美芯蛋白肽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8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精化新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699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冻干粉修护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冻干粉修护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冻干粉修护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0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狄娜醒肤肌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06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狄娜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07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FULS 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ngzi东滋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19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滋润柔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滋润柔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皙萃牛奶滋润柔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54 广东嘉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6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6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金致臻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6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芊美一生芊美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64
北大药妆（广东）药业有限
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修护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2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焕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3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焕颜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4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5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百搭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6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7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水光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8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净澈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79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水光亮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0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赋活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1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深层赋活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2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完美本色富勒烯赋活滋养锁水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3 广东完美品牌营销有限公司

姜多宝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5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ESES提亮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7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ES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8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ESES多效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789
广东赢在小屋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妮彩之神赋活肌底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3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若翔聚源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4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白藜芦醇叶绿素复合修护
冻干粉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白藜芦醇叶绿素复合修护
冻干粉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白藜芦醇叶绿素复合修护
冻干粉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0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兰雅焕颜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10
广州市法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净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17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67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REJUVENATING DEEP CLEANSING 
BATH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 REJUVENATING DEEP CLEANSING 
BATH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LD REJUVENATING DEEP CLEANSING 
BATH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li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5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Y&Y Natural Balancing Hybro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Natural Balancing Hybro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Natural Balancing Hybro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Revive & Refre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Revive & Refre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Revive & Refres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Youth Rertoring Anti-Ag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Youth Rertoring Anti-Ag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Y&Y Youth Rertoring Anti-Ag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 净颜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 净颜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 净颜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6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GHR深海蓝谜水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77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肤扬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8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清颜美肌套-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90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清颜美肌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92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清颜美肌套-清颜美肌粉+清颜美肌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95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植萃靓肤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897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植萃靓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00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发世家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0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0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发世家角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0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恺芙琳娜8H炫活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17 广州兆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eiynirn幂柠海藻糖肌肽弹润亮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29 广州魔立芳贸易有限公司

嬨姬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 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 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 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咖啡因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咖啡因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咖啡因明眸亮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蓝甘菊水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蓝甘菊水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蓝甘菊水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鱼籽酱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鱼籽酱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鱼籽酱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6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烟酰胺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烟酰胺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烟酰胺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幻 弥幻奢华铂金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2
广州市瑾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蜂胶酵母塑颜焕活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酵母塑颜焕活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蜂胶酵母塑颜焕活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康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7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赋活瓷肌套-赋活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88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赋活瓷肌套-赋活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91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赋活瓷肌套-赋活瓷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92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妮雅诗多效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5999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童颜赋活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0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颜肤宝童颜赋活套-多肽臻颜修护液+
海藻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0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肌底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0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素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09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多肽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12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蛋白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18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修护肌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25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多效智妍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28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3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焕颜微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3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焕颜微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39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焕颜调理粉+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4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雪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4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碧泉白茶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55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丝柔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5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INY GRACE倾莉佰雅净颜弹润备长炭
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68 广州奢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b Lil山羊乳顺滑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85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 克拉恋人水感系列套盒 水感丝
滑睛采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94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嬨姬平衡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平衡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平衡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09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时尚荟水漾倾心蜜语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1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 克拉恋人水感系列套盒 水感丝
滑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4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羊胎素金箔紧致逆龄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羊胎素金箔紧致逆龄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羊胎素金箔紧致逆龄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 克拉恋人水感系列套盒 水感丝
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09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亮肤素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10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14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1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循环培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22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佘孜极光焕彩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23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美域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恩熙类蛇毒肽爆水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33 广州本阁贸易有限公司

肽伴逆龄靓肤肽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42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添有肌润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45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添有肌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54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添有肌润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56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添有肌草本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58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添有肌润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60
莱伊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红叶诱瑟黑玫瑰魅惑磁力三件套-睫毛
膏+纤维丝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67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金币高光粉（白月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6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7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4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8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3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8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麻薯）D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8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循环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85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9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rur一笔成型眼线液笔#月光棕/毛刷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93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女人香玫瑰精油补水润肤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94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晞美肌多效修护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95
广州悦享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余曰生物舒润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197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麻薯）D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0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麻薯）D03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0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Fly Queen茶树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13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颐瑄堂 活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瑄堂 活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瑄堂 活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2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钰水漾逆龄缤纷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4
广州康柏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迈诗益生元柔嫩牛油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益生元柔嫩牛油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迈诗益生元柔嫩牛油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3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兜美人积雪草氨基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57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6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6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6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多肽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67 广州市歌玛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酥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74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优姿梦肌底焕活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75 广州名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7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天华水感透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1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二裂酵母贵妇养颜日晚霜 二
裂酵母贵妇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循环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老姜滋润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老姜滋润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老姜滋润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氧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氧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靓肤套活氧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均衡培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3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城丽秀美秀佳人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彩妮雅诗驻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297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沣韵姿滋养护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10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法蕾特土系列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12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法蕾特木系列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13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轻盈护理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15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法蕾特水系列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18 广州欧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沣韵姿活力调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26
广州欧千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LUSI贝璐思植萃净肤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4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砾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50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6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仰慕一生深海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68 广州仰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69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7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丽诗 自然清新香氛喷雾（水蜜桃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74 广州佩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伊蒂时光补水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81
广州市维美盛世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OZK补水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OZK补水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OZK补水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3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清颜美肌套-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03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山羊奶婴儿儿童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0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KYSHINE欣尚橙花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16 广州市欣尚贸易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维E营养婴儿儿童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21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日月其时虾青素焕颜凝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24 广州其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燕麦牛奶滋养婴儿儿童
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2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sikou阿思蔻香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5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天华水感透亮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79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逆龄秘笈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1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水润清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水润清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水润清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XINMAY肌初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7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氨基酸微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透水润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透水润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透水润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8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润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润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清润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莱瓷肌注氧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499 广州荣耀供应链有限公司
YOBEKA螺黛生花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BEKA螺黛生花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BEKA螺黛生花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ANG 舒缓安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朵利亚的花园 VDuoria'Garden富勒
烯冻干固体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11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1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1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1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天华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16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天华水感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20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诗芸玻尿酸焕采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2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六胜肽焕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28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至臻鎏金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53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柔肤空气散粉 L211白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29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嘉鎏金焕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辛季元茶多酚活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4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焕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焕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焕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光甘草定多肽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光甘草定多肽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蔻光甘草定多肽小分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椿上渼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透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水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水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水嫩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5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UV亲肤润色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64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UUV亲肤润色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77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8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8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室名流 臻颜赋活靓肤套-臻颜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8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UV亲肤润色修瑕粉底液（深米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81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欣尚美丽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0792 广州欣尚美贸易有限公司

佳蕾益康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蕾益康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蕾益康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无缺雪莲抗衰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23
广州聚合众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多肽赋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LANGQI乐朗奇微醺晚香香水精油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37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ANGQI乐朗奇梦回格拉斯香水精油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4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粉红胡椒磨砂沐
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48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马鞭草磨砂沐浴
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5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5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5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5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香根草磨砂沐浴
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59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绿茶磨砂沐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6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苹果醋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70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加洲红橘磨砂沐
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74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多肽修护冻干粉+蕾希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78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修堂 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886 广州谱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苹果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63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浓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浓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小球藻肌透修护浓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主题草本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8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肽青春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8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山茶花奶盖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85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眉芙蓉氨基酸奶盖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0990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莉欧 鱼子精华气垫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鱼子精华气垫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 鱼子精华气垫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秀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12 广州秀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铭馨琇艾上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馨琇艾上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馨琇艾上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奈雪肌海盐薄荷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3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海盐薄荷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3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奈奈雪肌海盐薄荷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3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LUCKYFINE山羊奶柔嫩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柔嫩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柔嫩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益生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2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亮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亮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亮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4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0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Karvannall Cleansing Anti-
bacterial Hand Wa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1 广州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STAYMAX POWDER MATTE 
LIPSTICK FA-137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清爽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清爽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羊奶清爽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PLUMPMAX HIGH SHINE LIP 
GLOW FA-153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萱草本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曲 无患子控油清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7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STAGENIUS CREAM MATTE LIPSTICK SG-
19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5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丹慕馨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79 广州丹慕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8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8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钰颜 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08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至臻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2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5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6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5#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09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斯万宝手帐腮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10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膜净颜青瓜嫩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25
广州美佳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院

壹膜净颜青瓜补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26
广州美佳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院

笛乐妃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3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AOBEYS花容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3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悦佳期粉漾鎏金限定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36
广州暨美健康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MIOHAND妙涵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37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茗萱焕颜补水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61
广州市上成医学美容科技有
限公司

色臣多肽胶原蛋白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66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瓷瓷肌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67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瓷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69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1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肌草活力亮彩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00
娇颜本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俏十颜铂金奢宠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0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颂莹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琳莎男士火山泥劲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男士火山泥劲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男士火山泥劲爽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益生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6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天华水感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19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花御草滋润修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27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沁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30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贵族柔和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35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圆美妆胶原蛋白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51 广州微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5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佰媚丽儿 爆水弹嫩晚安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5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美堂水杨酸净肤舒缓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净肤舒缓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净肤舒缓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净肤舒缓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奕香真棒香水(NO.273)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真棒香水(NO.273)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真棒香水(NO.273)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鉴玻色因多肽嫩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68 广州深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奢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71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Eeainel塑颜提拉紧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78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暨美暨梵尼胶原提升冻干粉+多效滋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82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保湿润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保湿润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保湿润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净肤舒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90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2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氨基酸润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姜艾植萃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姜艾植萃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姜艾植萃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均衡培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0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均衡培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1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彦池深海爆水醒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16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慈美逆龄焕颜蛋白冻干粉+逆龄焕颜
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38
广州缘慈美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美肌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41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阿集炫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5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媚丽儿 爆水弹嫩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6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伊岁火龙果磁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74 广州宾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夜宴女王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夜宴女王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夜宴女王凝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7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秦绣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80
匠心医美传媒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法珀美寡肽修护赋活套盒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391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1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小分子玻尿酸修护次抛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16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优化冻干粉+生物优化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2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萃坊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德斯尔泛醇冰川水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6
范德斯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最红顔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7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臻颜克拉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颜克拉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颜克拉奢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6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幼亲婴儿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78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润颜滋养水蛭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0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咖啡因臻润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1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咖啡海盐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5 广东缔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嫩聚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6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青春冻干粉+追嫩聚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7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青春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8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追嫩聚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89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香氛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490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IKOP德国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26 广东省外贸开发有限公司
色臣多肽皙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42 广州纪莱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黛诗摩卡莹亮润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45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瑾姿秀尔GENSHINER瑾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姿秀尔GENSHINER瑾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姿秀尔GENSHINER瑾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5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青春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6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AWSHE玖皙小分子褐藻糖胶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玖皙小分子褐藻糖胶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玖皙小分子褐藻糖胶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6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优化嫩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6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灡贵人男士凝时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72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芙鱼子酱赋活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7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青春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7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青春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8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曰生物青春酵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89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5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CE VEENA小肌蛋多效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0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芸清堂立体皎颜精粹冻干球+立体皎颜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04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秀雷斯肌因光蕴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08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BEAUTY FACE复活草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复活草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复活草修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奢宠晶嫩修护冻干粉+奢宠晶嫩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1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瑞娅水动力修护冻干粉+水动力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瑞娅水动力修护冻干粉+水动力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瑞娅水动力修护冻干粉+水动力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纤颜焕肤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纤颜焕肤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纤颜焕肤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水透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水透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缇丽娜奢宠女神水透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黄金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黄金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黄金肽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夜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红宫花开富贵调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3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微精华日夜眼霜-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蒂秀雷斯肌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6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秀雷斯肌因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67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活泉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活泉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韩兰倩HORLEANQAN玻尿酸活泉瀑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营养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8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颜泽如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氨基酸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氨基酸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氨基酸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红酒多酚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OHAND妙涵多效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1698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精华调理液+胶原蛋白丝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精华调理液+胶原蛋白丝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精华调理液+胶原蛋白丝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清肌舒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1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腰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34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4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4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Hsee富勒烯臻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臻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Hsee富勒烯臻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舒尔雅姜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62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秀龄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66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秀龄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68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凰上凰核桃粒子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69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净化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7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LOADING秀龄护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7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UNLOADING秀龄清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75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歌舒尔雅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778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PQNY 摩登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1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湶 水润光感CC棒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2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溶酶液+ 金纯焕颜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溶酶液+ 金纯焕颜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溶酶液+ 金纯焕颜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花蜜语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美诗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6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清颜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仁康舒堂藏红花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1 广州壹道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RO西润祛角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XIRO西润祛角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XIRO西润祛角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素虾青素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79 广州昭妍贸易有限公司

云微冠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0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XP玻尿酸补水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1 广州阿诗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臻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臻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臻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绯深层护理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7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辰柚清爽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88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红顔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2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都悦平衡修护紫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平衡修护紫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平衡修护紫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修护凝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修护凝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修护凝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微莱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6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莱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898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活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04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至臻平衡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05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最红顔蓝铜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25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佰媚丽儿 爆水弹嫩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3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清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41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命运之轮眼影
（女皇）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5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舒沁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63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惜颜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6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1最后一支
舞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6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幼亲婴儿滋养按摩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0 广州市贝婴润贸易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4秋日早晨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2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咖多效修护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咖多效修护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咖多效修护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8橘子果酱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8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9迷失的星
星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9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G01慢慢喜欢
你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9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9粉红色香
槟

粤G妆网备字202016199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酵母烟酰胺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G05戈尔韦女
孩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谷语舒缓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4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圣杯三十六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5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3细语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0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7柠檬树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秘笈美肌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2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2触摸天空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20曾经蔚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5月亮与六
便士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4怪你过分
美丽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纪念日系列四色眼影盘
SEPT（九月）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1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8九号球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2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5粉红色的
回忆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2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3离开地球
表面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2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6异教徒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2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21草莓和香
烟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2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G02我的老故
事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3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7夏日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3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22红色高跟
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3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10心愿便利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3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胸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4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夜间净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42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44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4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纪念日系列四色眼影盘
OCT（十月）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5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纪念日系列四色眼影盘
NOV（十一月）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5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纪念日系列四色眼影盘
DEC（十二月）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6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姬丝波曼胸部养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6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芙蛋清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76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净颜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8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菲名媛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菲名媛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蓓美焕颜雪肌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2086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鱼籽酱多肽赋活亮彩眼部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鱼籽酱多肽赋活亮彩眼部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鱼籽酱多肽赋活亮彩眼部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金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05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蓓美焕颜雪肌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15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六色高光腮红修容组合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38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蓓美安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42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養珈人肩背滋养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48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颐養珈人舒养滋润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51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肤蜜新肌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5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養珈人新土元素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56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LVORME朵完美现代女神洗护沐组合套
装现代女神多效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58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牛油果滋润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59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養珈人舒心愉悦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60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珀美寡肽修护赋活套盒玻尿酸水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7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歌舒尔雅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183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视黄醇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2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YJ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2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J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2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J睫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26
广州嘉以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侬蓓美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31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蛋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3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蛋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3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蛋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35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都悦双因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双因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双因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多肽赋颜原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1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皙肤之道光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4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之源藏密酥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57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多安黎蛋白肽清润美肌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65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藏之源藏密焕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66
广州盛世康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丽扬柔光幻彩粉饼 P1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67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安黎富勒烯灯泡肌弹弹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69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希逅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73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ieayce美丽之晨蓝铜胜肽缓释修护冻
干粉+蓝铜胜肽缓释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eayce美丽之晨蓝铜胜肽缓释修护冻
干粉+蓝铜胜肽缓释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eayce美丽之晨蓝铜胜肽缓释修护冻
干粉+蓝铜胜肽缓释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3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凝时焕颜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凝时焕颜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凝时焕颜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8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安黎益生菌滋养嫩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89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氨基酸光采净透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0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多维细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多维细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多维细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熊果苷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妍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5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扬柔光幻彩粉饼 P1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29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伶好倩人鱼姬偏光润唇膏NO.H023-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00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秀堂DIXIUTANG老姜精油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完美虾青素净颜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13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養珈人通透舒畅香艾套-蚕丝通养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17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魅力贵族双重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20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liDay海茴香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28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倩益生菌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3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益生菌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3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益生菌控油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3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季元珠光焕颜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3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蛋白聚糖透亮赋活安瓶原液
(日)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蛋白聚糖透亮赋活安瓶原液
(日)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蛋白聚糖透亮赋活安瓶原液
(日)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4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保湿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50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蜜新肌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5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新肌修护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58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洁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6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U.YI尤一清爽透亮奶瓶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6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嘉昕佰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74
广州麦嘉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7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7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7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麦嘉昕佰草温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0
广州麦嘉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氨基酸焕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2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新肌植萃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命运之轮眼影
（星币）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艾美妮卡烟酰胺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7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命运之轮眼影
（骑士）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8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荷黛儿玉容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9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允斌茯苓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95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鹊柔温润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399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0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2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水养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2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烟酰胺多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烟酰胺多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烟酰胺多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5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线名膜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佰草博士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39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黎芙莎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3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4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蒲公英颈手部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洁羽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4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优尤物生胭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50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5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菲娜 润肌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53 广州欣芝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5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丝波曼胸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6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能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67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姿花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6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TOFULS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羊倍护苹果醋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5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靓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靓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夜俊美焕肤靓丽组合 靓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密码亮肤蜜粉02肤白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77
广州兰密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惠芷兰馨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8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8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9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植物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93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涅肤 面部丰盈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96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49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密码亮肤蜜粉01亮肤微闪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2
广州兰密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月氨基酸柔顺透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3 广州微永实业有限公司



都悦视黄醇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视黄醇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视黄醇多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0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滋润亮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10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优尤物生桂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11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12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惠芷兰馨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1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薄荷舒缓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2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薄荷舒缓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2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薄荷舒缓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2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润清润丝柔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57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玑胎盘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胎盘素修
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63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轻奢细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7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佘孜莹润焕颜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76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尤物生柠檬香茅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79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80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露莹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5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洁羽平衡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0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DAN FEI POEM北美金缕梅毛孔细致鼻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北美金缕梅毛孔细致鼻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北美金缕梅毛孔细致鼻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佘孜混合多效专宠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09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美堂 清透净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堂 清透净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堂 清透净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柔光幻彩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26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1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1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1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6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6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博丽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6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赋活瓷肌套-洋甘菊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68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多丽亚紧致抚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 雨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雨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雨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雨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雨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 雨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楚楚星辰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楚楚星辰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楚楚星辰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LUCKYMYSTEY美睛灵焕彩明眸眼部精华
套-舒缓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水嫩盈润隔离霜（晶莹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6269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贵族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24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肌之美新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26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人密码爱蒙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2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孙雨汐幻彩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5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发秘林姜秘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秘林姜秘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秘林姜秘多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妮雅诗洋甘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39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流牧者控油净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41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水嫩盈润隔离霜（薄荷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42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水嫩盈润隔离霜（樱花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46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真草本精萃体膜（背部）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草本精萃体膜（背部）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真草本精萃体膜（背部）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丝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2782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MOLLMO SHAMPOO  O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SHAMPOO  O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SHAMPOO  O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CONDITIONER  O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CONDITIONER  O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CONDITIONER  O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HAIR MASK  O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HAIR MASK  O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LMO HAIR MASK  O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黄金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黄金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黎黄金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FAXI金致肌源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23 广州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尚芊丝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1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3#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华美 丝柔空气定妆蜜粉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5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护发水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护发水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护发水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7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7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持妆无暇轻透粉底液 G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47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ANMINA奥兰米纳明眸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59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3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2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HAIR MASK  MU3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71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烟酰胺山羊奶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烟酰胺山羊奶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烟酰胺山羊奶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润丝柔妆前乳（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润丝柔妆前乳（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水润丝柔妆前乳（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JI兰肌雪源丝滑修护隔离霜一号
（保湿型）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77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丽黛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1
美丽工坊（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平衡调理套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倩烟酰胺樱花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烟酰胺樱花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烟酰胺樱花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御养草本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御养草本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御养草本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清养护套御养草本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润养护套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琳一字两用舒适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2898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炫色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290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鳄之源鳄鱼油修护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090 广东海鳄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蕾珂美四合一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098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密思乔清肌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密思乔清肌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密思乔清肌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植の堂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の堂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の堂毛孔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0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恩小分子多肽喷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91
广东扶生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美一生植萃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194
北大药妆（广东）药业有限
公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2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盈透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安黎臻颜修护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5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DAN FEI POEM 肌肤屏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肌肤屏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肌肤屏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崇低泡淡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0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绿茶烟酰胺紧致嫩肤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绿茶烟酰胺紧致嫩肤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绿茶烟酰胺紧致嫩肤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红糖去角质磨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红糖去角质磨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红糖去角质磨砂清洁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蒂玫玫瑰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2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小分子玻尿酸胶原舒缓修
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小分子玻尿酸胶原舒缓修
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小分子玻尿酸胶原舒缓修
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丽诗植物修饰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35
广州甜妆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亣臻品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4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悦神经酰胺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4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神经酰胺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4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神经酰胺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47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茵芙娜水光密集亮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51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都悦虾青素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6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虾青素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6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虾青素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60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简奢美葡聚糖抚纹修护冻干粉+抚纹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80 广州恒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凝脂亲肤水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凝脂亲肤水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凝脂亲肤水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扬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03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莱娜时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16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玻色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1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修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修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益生菌修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云微冠虾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赫莱娜焕颜素+赫莱娜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4 广州泽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29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舒缓修护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舒缓修护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益生菌舒缓修护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多效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奇迹水漾倍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41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 OPINION立体微光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47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雨汐草本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51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孙雨汐草本修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53
花样（广州）运营管理有限
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恋纯悦异域幽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68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活性炭氧气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80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恋纯悦异域之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83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彩封面复活草氧气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84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透明质酸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86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396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AWSHE深海墨藻复活草明眸焕彩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深海墨藻复活草明眸焕彩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SHE深海墨藻复活草明眸焕彩眼部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元肌底渗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元肌底渗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多元肌底渗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漾山金车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05 广州信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永安仁康沙棘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永安仁康沙棘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永安仁康沙棘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1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季时代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14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25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悦肌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28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肌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28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肌润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28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TYLEPHENI氨基酸净润冰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29 广州博悦日用品有限公司
唯植炫光感雪肌套-亮肤鲜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3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 生物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40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妮诗富勒烯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47 广州婉清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漾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50 广州信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滴水成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56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心雅素海洋美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62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复颜酵母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78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季时代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80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ctor De何首乌润养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494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Qianzhiqiao千之俏焕亮沁润无暇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567 广州爱菲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570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zhiqiao千之俏倾城之恋水漾蓝金
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571 广州爱菲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581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驰丝滑魅力蓝宝石口红811 粤G妆网备字2020163589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欧之漫车厘子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车厘子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车厘子舒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根植物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18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水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26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安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32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鸿灵屑净袪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39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芙娜 法国温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53 广州百利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神经酰胺发酵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57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ANGQI乐朗奇花漾甜心香水精油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6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ZHIMEIYUAN植美媛舒润清莹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63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裕基芾宝草本植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76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裕基芾宝舒活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78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维丝防冻防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8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冼榮華护肤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69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臀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夜半小舞曲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2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十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4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闪烁满天星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闪烁满天星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闪烁满天星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歌舒尔雅温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0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16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奶油蜜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37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西莱亚深海鱼子精华修护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42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octor De头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62
广州健康为民大药房有限公
司

颐養珈人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74
广州市温美诺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目亮采晶透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96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黎芙莎水杨酸控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79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美肤复颜酵母润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08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西铂樱花香氛滋养洗护套装-樱花香氛
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12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净颜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22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尊诗净肤焕颜美肌套组-净肤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23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FEI·NIYA黑头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3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柏卉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5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美润滋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美润滋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美润滋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舒缓保湿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5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臻美润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臻美润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瑞姿臻美润养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草本植物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1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草本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8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草本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6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琳 小三角两用舒适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74 广州香草笔业有限公司

千绯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76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之漫女神美颜亮肤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7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女神美颜亮肤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7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女神美颜亮肤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7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收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93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养堂草本藏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3897 广州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玫瑰花平衡润泽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玫瑰花平衡润泽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玫瑰花平衡润泽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心雅素海洋美肌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3905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清痘修护液（男女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63992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聚草颜多效紧致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0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草颜多效紧致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0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草颜多效紧致日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00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极细防水多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0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译丝上品侧柏益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11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佳多肽六胜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1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黑桑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18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丑鱼 盈彩柔丝眼线液笔（松花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29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盈彩柔丝眼线液笔（宝石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32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48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清痘修护液（大面积痘肌适
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52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6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6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活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63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清痘修护液（男士痘肌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6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清痘修护液（女士痘肌适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70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SHOWOPiA滋润水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75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TVO黄金紧致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黄金紧致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黄金紧致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7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Fly Queen黑芝麻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8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09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多肽蛋白提拉紧致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42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控油洁颜霜（女士）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4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禾集源五月玫瑰花妍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64
御美嘉（广东）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KIMUSE缪色光亮柔滑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65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屋康舒韵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66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壹屋康净化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67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弹嫩紧致小金瓶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77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夜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夜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夜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8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烟酰胺亮肌精华安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191 广州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妮雅诗氨基酸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00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调养护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调养护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调养护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康草本调养护套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WG多效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22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翠堂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翠堂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仙人掌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4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MIR净痘清颜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44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拉娜清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6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亮洁光感小红瓶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69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补水滋润小蓝瓶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70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萨玛蒂水光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92 广州玛蒂娜商贸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水凝肌粹元气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水凝肌粹元气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水凝肌粹元气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玻尿酸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299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逅控颜BB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00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魅眸焕彩五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4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NBTM温泉水咋弹SPA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49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58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64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美颜柔焦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6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发秘林姜秘活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秘林姜秘活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秘林姜秘活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7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ediCharm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Face ＆ Neck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Face ＆ Neck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Face ＆ Neck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diCharm  Hyaluronic Acid Essence 
Face ＆ Neck Sil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438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ROYAL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ROYAL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ROYAL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FIRS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FIRS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FIRS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ELLE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ELLE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ELLE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LISS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LISS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BLISS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MIDNIGH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MIDNIGH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LUSH & WHIMSY LIPSTICK-MIDNIGHT 
BLUSH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HY燕窝胶原蛋白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20 广州白又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牛奶乳酸菌撕拉
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34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JI兰肌致臻水弹力活能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36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草道能量疏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5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浓情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57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58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WEINA 拉微娜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2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果香香氛晶冻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3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绿茶香氛晶冻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5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雅家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雅家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雅家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草本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草本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语琳草本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6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香水香氛晶冻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0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草颜赋活紧致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草颜赋活紧致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草颜赋活紧致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2 广州善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宇玫瑰人生焕颜多肽水光原液+焕颜
多肽水光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3 广州雅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樱花香氛晶冻润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4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NBTM牛奶鲜嫩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75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颐草道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8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伴多肽靓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88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一枝春绚丽光感遮瑕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绚丽光感遮瑕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绚丽光感遮瑕CC棒（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4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积雪草水嫩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积雪草水嫩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积雪草水嫩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1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1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1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TEKLIFES虾青素鎏金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13
马泰克（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润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3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35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延承洁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7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MIYEONSOO鎏金保湿定妆喷雾（甜橙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78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YEONSOO鎏金保湿定妆喷雾（薰衣草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80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棒颜多肽靓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83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保湿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86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颜氏 酵素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589
广州姬颜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卡滋青春定格液（气雾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29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楮留香珍珠膏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35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inth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41
广州市芃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希逅幼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47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特西鎏金香水沐浴露（星辰悸动）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52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馨娜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55
广州黛馨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奢悦神经酰胺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5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倾奢悦神经酰胺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5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倾奢悦神经酰胺抗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57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彩妮雅诗洋甘菊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61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苏狄娜时光琉璃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93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瓷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4999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棒颜逆龄靓肤肽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006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YHC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0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0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01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甲院长甲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74
广州甲院长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泉小白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泉小白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泉小白浪漫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0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美咖美臻彩修护睛品套-睛彩修护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1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美咖美臻彩修护睛品套-睛彩修护眼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2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美咖美臻彩修护睛品套-睛彩修护眼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83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青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19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凝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alea Bio-Cellul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ralea Bio-Cellul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ralea Bio-Cellul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1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1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1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2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2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BUTTERCREAM MATTE CONCEALER 
#2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lip care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lip care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SLAM lip care solu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R SHOP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草御颜活颜修护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48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CFASHION水光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53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阅香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61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立体防水双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64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ZD诗语柔嫩去角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69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诗语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71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诗语柔滑清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73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D诗语柔嫩焕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75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雅澜鱼子蛋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鱼子蛋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雅澜鱼子蛋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3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奶盖微精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奶盖微精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奶盖微精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8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ΛΜ0ìΛRY多肽净润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5298
广州爱美日记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兰妍牛油果净润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02 广州佩兰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1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1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胶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1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潮色冰雾持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NNUEDWE潮色冰雾持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NNUEDWE潮色冰雾持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2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沁颜活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34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寰太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玻尿酸原液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玻尿酸原液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女王传奇玻尿酸原液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6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缇娜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缇娜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缇娜嫩肤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逆龄秘笈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60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伊黛雅玻尿酸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黛雅玻尿酸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黛雅玻尿酸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6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8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芘歌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89 广州天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而玖烟酰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而玖烟酰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而玖烟酰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3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17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容花鲜活水润柔肤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5
广州市聚颖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寡肽紧致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寡肽紧致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艾地苯寡肽紧致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叶绿素寡肽舒缓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叶绿素寡肽舒缓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叶绿素寡肽舒缓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3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虾青素寡肽靓颜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虾青素寡肽靓颜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虾青素寡肽靓颜修护冻干
粉+二裂酵母舒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二裂酵母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4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草道能量疏导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6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颜真熙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7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7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 二裂酵母玻尿酸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8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AILCARE 免洗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84
广州素简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U·HOO优护宝宝鳄梨柔润面霜（0~12个
月）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2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叄佳玫瑰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玫瑰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玫瑰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元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元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元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4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蓓健补水顺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1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蓓健补水顺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1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蓓健补水顺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16 广州市鑫锦化妆品有限公司

U·HOO优护宝宝积雪草舒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25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HOO优护宝宝鳄梨柔润面霜
（1~3岁）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28
广州澳斯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肌之美新颜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31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丽莱山羊奶细嫩幼肌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38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丽莱山羊奶细嫩幼肌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38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丽莱山羊奶细嫩幼肌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38
广州市优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MK胶囊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39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寻宛央美肌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龄秘笈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5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蜜爱源泉深爱快乐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49 广州宣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5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柔嫩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6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柔嫩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6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柔嫩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6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和源粉钻兰花泽透凝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68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和源粉钻兰花泽透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71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二裂酵母润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7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肌源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79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康诺补水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92
广东汉方本草植萃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积妍二裂酵母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593
积妍（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伊恋纯悦异域风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16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拉贝儿富勒烯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21 广州语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多重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多重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富勒烯光感多重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我的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我的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我的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溢生青春定格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5698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紧致抗皱能量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0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精华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1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20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精华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21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精华清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23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25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黛诗蔻烟酰胺净澈焕肤六件套烟酰胺
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26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美龄多肽肌底修护套-多肽肌底修护
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35 广州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妮卡丝绒唇釉（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41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妮卡丝绒唇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42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妮卡丝绒唇釉（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43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妮卡丝绒唇釉（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44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陌妮卡丝绒唇釉（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45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富勒烯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凝脂持妆气垫BB霜（NO#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3
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7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7
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76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4
巴黎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78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8
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81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9
玫瑰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84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10
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87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1
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89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2
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和源粉钻兰花泽透凝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1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5
自然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2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香婷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香婷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香婷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极光流彩口红套盒#GGK-06
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797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 lins悦澜诗海洋臻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0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海洋臻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0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he lins悦澜诗海洋臻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00
广州市蔡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传恒润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45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 弹力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80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彩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彩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彩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8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蜜哒烟酰胺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0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MM净肤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净肤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净肤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草御颜活颜平衡素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05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亞丽華珍珠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珍珠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珍珠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UYamn傲漾奢香沐浴露（深层莹润）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18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契玫瑰香氛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玫瑰香氛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玫瑰香氛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木芙蓉花保湿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木芙蓉花保湿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木芙蓉花保湿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趣氨基酸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29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VEMOAR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1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薰衣草沁香润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薰衣草沁香润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薰衣草沁香润肤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emace柯魅思粉柔焕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蒙元堂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36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恣意魅瞳立体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41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兰契银杏香氛润养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4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银杏香氛润养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4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银杏香氛润养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4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美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兰蜜肌立体皎颜精粹冻干球+立体皎
颜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6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奢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4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
套-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多肽益生菌安
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
套-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多肽益生菌安
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福澜芮葆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
套-多肽安肤修护冻干粉+多肽益生菌安
肤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EAYA小麦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小麦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小麦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0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彼浪丝水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3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水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3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水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83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兰蜜肌奢宠晶嫩修护冻干粉+奢宠晶
嫩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599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赞老姜王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06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多肽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07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诗丹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2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Soft Stone芳香清爽香体膏（淡雅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24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草御颜蓝铜胜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2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草御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4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草御颜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5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草御颜清肌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7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草御颜舒缓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38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希茜 二裂酵母玻尿酸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40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澜芙草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55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泠奢盈黄金燕窝养肤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63
广州铭鑫汇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玻尿酸亮颜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73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  百原芭茵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竹石榴深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3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AYA玫瑰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玫瑰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玫瑰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透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营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营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营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8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富勒烯焕颜奢润美肤十件套富勒
烯焕颜奢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山茶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山茶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山茶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鎏光晶缎凝脂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鎏光晶缎凝脂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鎏光晶缎凝脂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0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0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06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妈咪芽植萃高保湿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2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咪芽植萃负离子臻颜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25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丑鱼 盈彩柔丝眼线液笔（胭脂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34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12MONTH虾红素舒缓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47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12MONTH氨基酸净澈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48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初姿花蜜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53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春施燕窝胶原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55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 二裂酵母玻尿酸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56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CENGE傲晨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伊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伊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魏伊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8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8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依徕 鑫琦氨基酸柔顺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183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律水光嫩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4 春律（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美力泉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力泉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力泉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淘米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植萃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植萃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植萃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2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肤堂靓颜赋活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28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1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1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1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薰衣草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薰衣草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韵娇源薰衣草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烟酰胺多效焕颜润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腰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绯保湿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49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SLF兰诗伦绯牡丹发酵精粹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1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伊诺舒畅御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御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御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舒畅御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维玑贻贝亲肤舒缓水1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贻贝亲肤舒缓水1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贻贝亲肤舒缓水1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采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采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焕采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綠草元氨基酸净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綠草元氨基酸净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綠草元氨基酸净颜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6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CHIACK夏爱可净透嫩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89
广东端妆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媄怡神滋润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0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玫瑰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玫瑰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玫瑰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植萃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4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植萃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滋润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怡神滋润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29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颂植萃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03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0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家有佰草水润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0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妃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妃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香妃护发香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AYA氨基酸清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氨基酸清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氨基酸清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玻尿酸补水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玻尿酸补水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玻尿酸补水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草颂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1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 二裂酵母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22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词黄金肌肽精华蜂窝活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23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玻尿酸亮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36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皇后富勒烯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44 广州君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兰曼妍玫瑰纯露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52
广州欣雅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FA烟酰胺水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54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多效修护溶媒液+多效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多效修护溶媒液+多效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多效修护溶媒液+多效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6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际净颜酷爽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62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五肽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83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9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9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9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皇后富勒烯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94 广州君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皇后富勒烯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397 广州君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密龄皇后富勒烯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0 广州君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裸瑟修护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凝润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凝润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凝润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凝润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简肤妍臻颜补水润肤套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0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诗谜轻薄光感润泽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1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竹奇迹蛋白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36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V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37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薄荷妆园碳酸冰肌舒缓修护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42 广州妆园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芸氨基酸温和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479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玛蒂多肽修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78 广州玛蒂娜商贸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苦参黑头排润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苦参黑头排润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苦参黑头排润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MACOM 海茴香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93
广州诗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你如后老姜王强韧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594 广州汇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水养滋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39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微粒子氨基酸浓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4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臂腿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臂腿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臂腿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5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狐约多肽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7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狐约多肽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7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背部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背部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背部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澜御尚尊腰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腰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腰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悦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微肽复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6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悦绿茶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绿茶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绿茶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芦荟莹润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芦荟莹润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芦荟莹润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玫瑰润泽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玫瑰润泽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玫瑰润泽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伴十肽-4糖蛋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13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伊郁亭清透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15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之悦胸部莹润套净化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23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OCKO圣兰戈玻尿酸极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25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御康婷胸部舒润套净化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3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诗泉修护冻干粉+纯诗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37 广州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诗水光遮瑕CC霜（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39 广州婉清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净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44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澳羊倍护益生菌控油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45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妮诗富勒烯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55 广州婉清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益生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58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玻尿酸亮颜润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62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棒颜十肽-4糖蛋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64
广州市邦肤美药业科技有限
公司

本草妤肌元皮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73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蕾珍珠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86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融 海藻补水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796 广州富荣科技有限公司

CCU氨基酸舒缓净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03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UYOYO优优玻尿酸密集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17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弥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2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黄金弹嫩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黄金弹嫩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黄金弹嫩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润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2 广州柏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古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古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古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古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ALL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44
广州宝格丽白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日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日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富勒烯日夜精华修护眼贴膜-富勒
烯日间精华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迪舒婴儿舒缓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儿舒缓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儿舒缓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角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7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埃及艳后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8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接骨木花雪莲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59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荟芦荟多肽逆龄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彼浪丝二代营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72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营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72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营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72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NMEIQUAN因美泉 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祖马龙香水氨基酸
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88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dz熬夜修护酵母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26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狐约无患子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2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狐约无患子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2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狐约多肽蛋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3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狐约多肽蛋白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3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兮玫瑰修护保湿小布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86
广州市宝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VEMOAR维生素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维生素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维生素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2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舒肌特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舒肌特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舒肌特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里不累温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5 广州市亿生康贸易有限公司
朵嘉丽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嘉丽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嘉丽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699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OVEMOAR维生素B5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维生素B5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维生素B5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伊诺草本养护调理套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OVEMOAR焕采盈润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焕采盈润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焕采盈润蜗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莹肌光润微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莹肌光润微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莹肌光润微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6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谜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谜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谜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谜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nora薇诺萝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098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IYOUB多重胶原蛋白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14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ngChun昌·纯丝绸轻盈透气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丝绸轻盈透气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丝绸轻盈透气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迪香水水晶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2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26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白仟恣伊人赋活净溶童颜套盒-赋活
净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29 广州柏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羡白仟恣伊人平衡修护冻干粉套盒-平
衡修护冻干粉+平衡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31 广州柏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玻色因润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42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亚玛迪绿茶水晶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55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57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墨角藻杏仁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63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LS虾青素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7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贯叶连翘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8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8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LAVGHR参姜汁温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183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GNF格尼芬小蘑菇头烟酰胺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0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邻控油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11 广州美吖小坊贸易有限公司
诗法妮蓝岚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1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法妮蓝岚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1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法妮蓝岚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12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莹润保湿水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莹润保湿水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莹润保湿水晶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丽时代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丽时代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丽时代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丽时代调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FA富勒烯多效赋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46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綰CHUWAN幻彩眼妆啫喱亮片眼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47 广州初绾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红娟滋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滋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滋润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蒙丽丝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2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腰背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腰背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腰背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5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腹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生莹肌光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莹肌光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莹肌光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丝顺头发焕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69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腿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腿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腿部舒悦韵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美缔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诗语臻爱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84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罗兰度氨基酸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91
广州明日之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觅霓追光透肌修颜高光粉饼02香槟 粤G妆网备字2020167294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活力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活力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御尚尊活力俏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02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透肌平衡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透肌平衡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透肌平衡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红娟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经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好草本精华源气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25 广州聚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米糠茶油柔润修护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26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琳通光采无瑕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27
广州绯花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好草本调理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28 广州聚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一滩猫草莓元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33
广州十九号动漫产品有限公
司

HANBIJIAO韩碧娇富勒烯双萃焕活抗皱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34 广州韩碧娇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富勒烯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3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魅力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久养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养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养堂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1 粉
嫩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1 粉
嫩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1 粉
嫩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6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2 元
气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2 元
气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OH MY GOLD 柔雾控油定妆蜜粉 G02 元
气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8 广州市珀艺化妆品有限公司

MIR缓释水杨酸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59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6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清润倍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0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ST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5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 氨基酸多肽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ep màry鳄鱼油足部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ep màry鳄鱼油足部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ep màry鳄鱼油足部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7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8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8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8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七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七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七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94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兰荟闪耀悦色口红07 粤G妆网备字202016739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03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1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1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1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滋养修颜顺滑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1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妮诗富勒烯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21 广州婉清化妆品有限公司
MFA六重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31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颜肌草本多效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38 广州戴希贸易有限公司
雅词珍珠奶茶净透光感丝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4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MFA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47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束颜新肌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4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鎏莎多肽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52
广州雅莱金生物制品有限公
司

颜蕾舒缓温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59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熙靓妮美肌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60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可蜜人参草本腰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82
广州安臻蜜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因鲵贻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89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49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木之吻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5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神经酰胺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68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生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7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蕾奢宠美肌粉+奢宠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86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植蕴清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9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密密胶原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93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兜美人视黄醇美颜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95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瓷肌组合-还幼天使修护冻干
粉+还幼天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597
广州得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希世之颜植萃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0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希世之颜植萃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0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希世之颜植萃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00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华方悦和璀璨睛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0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clemace柯魅思温和清爽眼部及唇部卸
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18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莲卡丹Lovecardanny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23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AISTILLSY 烟酰胺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STILLSY 烟酰胺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STILLSY 烟酰胺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YOUB益生元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30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极斯活源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4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4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舒养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4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清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清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诺极斯活源清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5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富菲诗富勒烯多效修护冻干粉-富勒烯
多效修护冻干粉+富勒烯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63
广州富菲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鲜花模样橘彩星空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684
广州鲜花庄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BASHA玛芭莎复颜深海鱼子玻尿酸浓
缩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07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屋康源动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15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封面丽颜晶耀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16 广东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敏逗智妍活力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24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芊美一生芊美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25
北大药妆（广东）药业有限
公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哑光唇釉口红
组合-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26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空气唇釉丝绒哑光雾面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2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眉笔眼线液笔
组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29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眉笔眼线液笔
组合-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3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纤长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31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彭世 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3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彭世 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3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彭世 滋养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73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菲姿蔓妮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20
广州菲姿蔓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iSLand水漾舒绶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24 广州姿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鲜花模样诱惑星空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44
广州鲜花庄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1#朱砂橘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5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草本精养套-草本精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1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2#绯红莓
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3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净化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3#玫瑰红
酒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7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4#暮色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7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纯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80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5#血橙时
代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8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冬虫夏草滋养口红  #06#赤茶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8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丹媛牡丹植护舒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7884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52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虾青素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5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敷尔氨基酸水漾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56 广州多丽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丝迪女人香香氛舒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57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莉心语富勒烯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63 广州保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to淡纹紧致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70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 益生菌精油护手霜（葡萄
柚）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79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氨基酸净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86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小婴奇婴儿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7996 广州根能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净百颜 胶原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胶原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百颜 胶原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雪柑橘嫩肤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11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护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1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骆驼奶撕拉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2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贯叶连翘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2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蓁好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39 广州聚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凝驻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2月耀光
芒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2月耀光
芒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2月耀光
芒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7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安黎富勒烯胎盘素亮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0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1璀璨星
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1璀璨星
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RI LIANA月耀星眸眼影盘01璀璨星
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姿蔓妮烟酰胺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3
广州菲姿蔓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安黎蓝铜胜肽熬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4
广州腾奥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艾小燃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89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Duofeier朵菲·儿樱花洁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91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095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亲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11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莉芮蔻燕窝肽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34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芳黛逆龄驻颜密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45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冼榮華草本精华洗发露（男士）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4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姜汁强韧滋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50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里里马油手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58 广州扶摇传媒有限公司
莱竹白花百合乳液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60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VO水母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水母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水母补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6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橘后七天鲜萃VC享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6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牛油果葡萄抗氧化修护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7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牛油果葡萄抗氧化修护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7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牛油果葡萄抗氧化修护果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7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蚕丝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8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薄荷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9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露为霜酵母神经酰胺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197 广州亿家节能科技有限公司
AODALHE奥戴丽赫清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08 广州美尼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诗悦颜女人花保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1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诗悦颜白玫瑰焕亮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2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纯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24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亮采保湿菁纯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31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38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41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1#肉桂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4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4#红毯女
王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48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2#蜜桃奶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5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5#葡萄酒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52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3#日落黄
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5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花漾哑光丝绒唇釉 #06#冷艳牛
血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61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菁
纯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63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胎盘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65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诗语臻爱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73
广州臻道容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俐芳尔草本精养套-草本精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74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俐芳尔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75 广州恒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蓝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291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楮留香珍珠膏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08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2#枫叶暖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1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宫红宫尊享套佰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15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1#奶油草
莓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19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3#干红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2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4#蔷薇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25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6#蜜糖橘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30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然美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媒
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3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吉康金鸡纳去屑发用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1
森莱美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MAANGE绝色魅惑滋润唇膏 #05#复古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3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草本喷喷液（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草本喷喷液（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草本喷喷液（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莉芮蔻燕窝肽养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56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 ZunYing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7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好草本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79 广州聚美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 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82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妙笔生花纤柔眉笔 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8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鹊柔雪肌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84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舒畅疏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86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红娟头发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头发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潘红娟头发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1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仟颜滋养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滋养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汇仟颜滋养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卡妮诗水光遮瑕CC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399 广州婉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牛油果滋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牛油果滋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牛油果滋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悦乳酸菌发酵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4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乳酸菌发酵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4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乳酸菌发酵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04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裕基芾宝舒缓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19 广州凯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2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2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21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其颜为姿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38 广州楷涵贸易有限公司

秀美古芳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莱梧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修护
安舒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1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伊兰抗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美古芳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美古芳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美古芳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格丽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5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深
层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61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紧
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62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菁
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64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双
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66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臻享奢宠水漾赋能套-奢宠菁
纯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69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虾青素肌活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7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润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49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森乌集人参头皮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02
广州皆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乌集首乌美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04
广州皆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滋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0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尊莹 ZunYing 补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06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乌集人参养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09
广州皆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KETI慕可缇舒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澳羊倍护 益生菌精油护手霜（天竺
葵）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2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ideal鑫理想水灵灵亲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水灵灵亲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水灵灵亲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5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和源粉钻兰花泽透凝时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6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羊胎素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蔓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40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睿乐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48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乐青春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49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乐青春焕颜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52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乐青春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56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睿乐青春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5 广州玖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动烟酰胺焕颜修护备长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6 广州米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MUKETI慕可缇温舒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68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莉芮蔻燕窝肽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1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暨美雅活性修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香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香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XIMIVOGUE香氛亮肤身体乳（香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塔马鞭草水润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6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苏狄娜时光琉璃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87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佰惠黑芝麻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93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牛奶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9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牛奶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9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牛奶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598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丝琳祛屑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03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4.5计划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13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1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1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15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兰契绿茶清新滋养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绿茶清新滋养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绿茶清新滋养嫩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丝琳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21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淋香氨基酸香水洗发乳香水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33 广州诺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淋香氨基酸香水修护霜香水滋养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37 广州诺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彼浪丝二代养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4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养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4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养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4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寻宛央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淋香氨基酸香水洗发乳香水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3 广州诺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麗坊 草本膜粉二号+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55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6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6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6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6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淋香氨基酸香水沐浴乳香水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69 广州诺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SLAYAI西莱亚茶树根修护软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95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乌集酵母精华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97
广州皆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69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妃雪儿靓颜修护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01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路易经典 肌肤沁润多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2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雪儿焕颜修护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3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控油洁颜霜（男士）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4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19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2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2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2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 绅士古龙男士香水（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2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滋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2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Qianzhiqiao千之俏水漾舒缓净透卸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32 广州爱菲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雪儿祛痘修护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33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蒙丽丝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49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菲思嘉一百分钟焕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0
广州浮生若梦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双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双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双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双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5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UK安抚静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安抚静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安抚静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6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GETFRA聚芳舒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7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芊晟氨基酸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72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雪儿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75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xzknr歌姿妮玫瑰植物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7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芊晟清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4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温舒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GETFRA聚芳润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LAYAI西莱亚茶树果精油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2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寻宛央樱花美肌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0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玫瑰丝缎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14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20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小艾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25 广州欣卓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绵羊油茉莉氨基酸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2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芊晟香氛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29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Goxzknr歌姿妮薰衣草植物氨基酸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31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莱美精粹润颜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53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己鱼子精华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55 广州天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BADIMILAN巴蒂米澜玉色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7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7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7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ideal鑫理想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7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82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赞抓不住草本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83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8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赞老姜王养发护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94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四月蔷薇眼部修护焕采组合-眼部多元
修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896 广州瑞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碧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1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碧泉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3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玉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4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宣言祛痘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07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妍氏安肌润透焕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10
瓷妍氏瓷颜科技(广东)有限
公司



倚后邂逅香氛柔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邂逅香氛柔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邂逅香氛柔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4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空眠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52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丝琳顺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53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明眸睛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2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贯叶连翘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柏娜烟酰胺亮颜肌活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6
榜序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倾丽雅香氛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丝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73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贝姿净透无暇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77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柏娜烟酰胺亮颜肌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0
榜序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梵莱妮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1
广州梵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柏娜烟酰胺亮颜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2
榜序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卡柏娜烟酰胺亮颜肌活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5
榜序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卡柏娜烟酰胺亮颜肌活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6
榜序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芊晟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89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悦妈咪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明悦妈咪润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2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萃青春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萃青春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萃青春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89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美芙 芦荟补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1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积妍山茶花便携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19
积妍（广东）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Balafaca轻盈润泽雾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33 广东花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YF玫瑰精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35 广东馨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因生美微粒子赋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3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3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48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53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56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星空闪耀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星空闪耀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星空闪耀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SX黄金多肽蜂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贝尔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6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z植萃洁颜靓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69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蓝颜圣雪生物焕颜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诗薇特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4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摩颜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5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肌底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YANYANG心妍漾人参珍珠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79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还幼天使靓颜组合-还幼天使靓颜冻干
粉+还幼天使靓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088
广州得祥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 二裂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8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0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清新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清新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清新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礼淑玫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14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乐草元植物天然强韧洗发水（旅行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15
广州乐草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晗鱼籽多肽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29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姬色洁净滋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3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普蔻兰寡肽多维修护焕颜冻干粉套组
-寡肽多维修护焕颜冻干粉+寡肽多维修
护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36
广州贝医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水传恒润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0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昆夏日舒爽精华液（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1
昆丝蓝博（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群芳髓 柒植能量精油套组-柒植能量精
油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5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然美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4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普蔻兰寡肽多维修护焕颜冻干粉套组
-烟酰胺焕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68
广州贝医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提拉美素焕颜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1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卡姿回春瓷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卡姿回春瓷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卡姿回春瓷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焕颜精雕冻干粉+焕颜精雕溶
媒液+焕颜精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青瓜晶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晶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晶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束颜新肌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19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辛季元珠光焕颜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0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青瓜清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清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青瓜清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1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SEDO奢宠蜗牛光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1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碧墨颜氨基酸毛发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氨基酸毛发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氨基酸毛发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佑依 清滢梦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32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清束颜多效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3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3)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3)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3)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3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4)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3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3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3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6）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6）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6）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4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7）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7）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07）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9）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0）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8)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5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蜗喔兔灵芝焕活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260
广州市倍宁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摩塔 大马士革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0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奇姬晶采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5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云微冠贻贝新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DEAYA烟酰胺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烟酰胺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YA烟酰胺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09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晗鱼籽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14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甄霓烟酰胺晶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17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本草妤肌元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18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伊凡净颜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凡净颜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凡净颜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凡净颜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墨颜毛发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毛发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毛发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3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傲媛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1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健康之谜滋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23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蝶兰妮丝蛋白生物基材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30
广州绿活美地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健康之谜润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41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欧漾美舒缓润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82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谷泉植润氨基酸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485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曼妍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509
广州欣雅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特西鎏金香水沐浴露（凝世绝恋） 粤G妆网备字2020169520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本草植物萃取浓缩安瓶祛痘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本草植物萃取浓缩安瓶祛痘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本草植物萃取浓缩安瓶祛痘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草匠植萃修护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32
青草匠（广州）商贸有限公
司

鸿灵丝滑润泽浸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51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KQ紧致舒纹紫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6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KQ紧致舒纹紫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6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九色眼影（太
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6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铂金焕颜晶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MONTH烟酰胺焕能净肤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9672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髪小爱葡萄籽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03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0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0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08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佰珍堂乳糖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乳糖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乳糖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水养清透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19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影珍宠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2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影珍宠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2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影珍宠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2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迪舒坚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3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坚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3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坚果油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3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水动力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咪女郎烟酰胺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75
广州美小咪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女郎北美金缕梅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91
广州美小咪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俏俏思密套组百媚秀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79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肤堂靓颜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07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霖兮波色因抚纹美颈提拉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1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1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馨金盏花美肌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1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晶缎细柔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晶缎细柔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晶缎细柔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2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伦恩氨基酸香氛沐浴露（蓝风铃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23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PACINOS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25 广州市宁洛贸易有限公司

美丽魅影牡丹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52
广州市美丽魅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彼浪丝二代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67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67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二代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67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光润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光润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欣生光润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代美修护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7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女郎四重透明质酸钠玫瑰花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11
广州美小咪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颜蕾复合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17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CKQ水滴川字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21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KQ水滴川字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21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5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5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5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溪茶树去黑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59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烟酰胺皙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爱源泉深爱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93 广州宣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咪女郎铂金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69996
广州美小咪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芈皇后人参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01 广州九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蜗喔兔玻尿酸复活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10
广州市倍宁医药连锁有限公
司

HeREX爱瑞克丝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5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莱竹玻色因鲜肌箔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57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ICLOR白薇舒缓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63
广州市森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米多兰护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65 广州芭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倾·堂净透洁肤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85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香密集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89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摩塔 摩洛哥油营养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090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碧昆玻尿酸纯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1
昆丝蓝博（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薰衣草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薰衣草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薰衣草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8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8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08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护甲油P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1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贝娜斯温泉水咋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19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27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水传润颜光透隔离霜（水漾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35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旺堂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38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ASGARDEN焕颜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3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SUCAOYAN素草妍美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CAOYAN素草妍美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CAOYAN素草妍美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4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黄金鱼子酱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黄金鱼子酱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TVO黄金鱼子酱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秀堂DIXIUTANG草本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色地段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肤堂靓颜赋活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56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奢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奢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奢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玫瑰花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玫瑰花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玫瑰花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6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X爱瑞克丝润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7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桃子肌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78 广州桃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塔 橄榄水润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3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8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迪果香水晶水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9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迪樱花水晶香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195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透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0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玻色因寡肽修护冻干粉+舒
缓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玻色因寡肽修护冻干粉+舒
缓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玻色因寡肽修护冻干粉+舒
缓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孔雀石排润透肌导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孔雀石排润透肌导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孔雀石排润透肌导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蛇毒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蛇毒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蛇毒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2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纯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31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晶彩焕亮肌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晶彩焕亮肌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晶彩焕亮肌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谷力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3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酷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酷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酷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净畅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4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谷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52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舒动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5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酵能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64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草本暖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67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净修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0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灵动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5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优新小妞魔力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8 广州恋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谧爱酵能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7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纳新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84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平衡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88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美荟修护虫草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91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舒畅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95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美荟净养虫草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96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荟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98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舒悦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29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美荟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1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水凝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水凝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蜂蜜水凝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尔斯顿里奥玻色因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优畅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05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解谜大英博物馆联名款九色眼影（月
亮）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1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本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11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和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13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活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15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源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1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HeREX爱瑞克丝滋养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29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植能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30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谧源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34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二裂酵母润养润
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35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通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38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御根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39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蜜桃娇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柠檬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EX爱瑞克丝温舒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透舒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7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MYQUEEN Full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Full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Fullerene AntiBluelight 
Repai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4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草莓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保湿亮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保湿亮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保湿亮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舒活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4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补水修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补水修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补水修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5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净活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2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MM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保湿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保湿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保湿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36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REX爱瑞克丝舒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补水修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补水修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玻尿酸补水修护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姿佳人赋颜净透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赋颜净透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赋颜净透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保湿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保湿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保湿紧致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方御养修和酵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0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保湿舒缓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保湿舒缓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芦荟保湿舒缓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补水嫩肤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补水嫩肤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蜗牛补水嫩肤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补水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补水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露兰JiaoLuLan洋甘菊补水舒缓美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颜梦弹润亮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40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HENG YI神经酰胺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4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特美柔鎏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58 广州优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蔻宝贝菩提温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59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士绮 雪颜焕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62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士绮无暇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67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贝尔草本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69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臻颜凝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臻颜凝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臻颜凝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士绮 雪颜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72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士绮 无瑕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74
广州尚盈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低聚糖滋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低聚糖滋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低聚糖滋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泽芳华 舒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90
广州贝斯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nGWa仰望多肽透润菁纯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96 广州仰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精华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精华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青春活性酵母胶原精华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049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魅眼多肽赋活精装-雪罗
兰睛采三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1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草本植粹温润套-草本植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20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灵芝奢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2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舒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舒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舒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爱源泉深爱清洁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53 广州宣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爱源泉深爱精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54 广州宣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爱知己真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67 广州科大迅美商贸有限公司
珍爱知己眷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70 广州科大迅美商贸有限公司
珍爱知己梦幻之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71 广州科大迅美商贸有限公司
珍爱知己一生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73 广州科大迅美商贸有限公司

韵泽芳华 生姜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79
广州贝斯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IBONA莱铂娜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81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自然眉笔 01#气
质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8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自然眉笔 02#烟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8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好自然眉笔 03#焦
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059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魅眼多肽赋活精装-雪罗
兰睛采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0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妝印焕颜玉肌美肤礼盒-焕颜美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0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0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伊美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2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晶栩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晶栩轻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14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源草本植粹温润套-草本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85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草本植粹温润套-草本植粹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89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魅眼多肽赋活精装-雪罗
兰睛采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9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9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9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妃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9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698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焕颜玉肌美肤礼盒-焕颜律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0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想家 万花筒系列 甲油胶81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04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妝印焕颜玉肌美肤礼盒-焕颜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0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想家 万花筒系列 甲油胶82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07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密罗木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肤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2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焕颜玉肌美肤礼盒-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保湿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16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K理肤抗衰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理肤抗衰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理肤抗衰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旷野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蔚蓝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7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蔚蓝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7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蔚蓝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7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C-UK靓颜净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靓颜净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靓颜净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28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妝印弹力蛋白臻美套盒-弹力蛋白凝时
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3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妝印弹力蛋白臻美套盒-弹力蛋白凝时
紧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3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大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40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大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40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美创研绅士男士固体香膏（大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40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憩美社艾源舒活养护套-憩美社艾源按
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75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元康舒柔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60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弹力蛋白臻美套盒-弹力蛋白凝时
紧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9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妝印弹力蛋白臻美套盒-弹力蛋白凝时
紧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089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姿佳人 匀净卓妍润至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匀净卓妍润至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匀净卓妍润至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HC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0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樱美遇臻萃滋养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14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HC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1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1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C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1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蔓秀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18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岁精纯玫瑰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精纯玫瑰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精纯玫瑰水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LXR黛莱星儿轻薄固色唇釉（D04蜜桃
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38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XR黛莱星儿轻薄固色唇釉（D05山楂
苹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4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XR黛莱星儿轻薄固色唇釉（D01焦糖
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55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XR黛莱星儿轻薄固色唇釉（D02牛血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57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XR黛莱星儿轻薄固色唇釉（D03胡萝
卜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60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8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8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美莉虾青素靓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8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hywha韩嬟水蜜桃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86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亮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87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雪海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92 广州超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米韵芙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0999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尔御康靓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14 广州万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致柔洁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致柔洁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致柔洁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ST舒缓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85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髪小爱水解角蛋白丰盈柔亮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0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巨水润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3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范特西鎏金香水沐浴露（魅影浮生） 粤G妆网备字2020171096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美肤多肽套-美肤多肽冻干粉+美
肌丽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 燕窝臻耀美肌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斯雅落地生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落地生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落地生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独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独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独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金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金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金泊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渼熙妍盈润素颜美肌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6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红达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弹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19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若陌RUOMO深层去黑头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22 广州博艾贸易有限公司

汐斯雅葛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葛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葛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Bnyboshi施栢麗 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28 广州博耀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汐斯雅北苍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北苍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北苍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3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北芙平衡肌理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43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香烟酰胺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50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觅霓追光透肌修颜高光粉饼01海洋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71 广州觅霓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男士劲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81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男士酷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83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富勒烯光感肌透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711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ANGPINTANG古梵迪香芬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06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诗薇特薰衣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薰衣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诗薇特薰衣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奈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65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VEMOAR抗皱修护果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抗皱修护果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抗皱修护果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6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丝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72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16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16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16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8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上魅女士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86 广州白不奇科技有限公司
金上魅男士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88 广州白不奇科技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15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15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15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21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21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SHAMPOO NA21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22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22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CONDITIONER NA22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伊人雏菊水光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29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一堂 肌肤屏障养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一堂 肌肤屏障养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一堂 肌肤屏障养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蔻宝贝菩提柔肤化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04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水光倍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水光倍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水光倍润细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1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氨基酸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氨基酸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氨基酸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岸态度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41
锦绣木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7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7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邂逅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7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闪赞烫染修护水光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76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北芙人参舒缓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81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莱梧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382 广州莱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典硅藻多肽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02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　多肽润肤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29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39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诗秘首乌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首乌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首乌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娜偲肌能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46 广州柯楠蒂贸易有限公司

日元素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53
广州市高丽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榕颜社贻贝蛋白祛痘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56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62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植萃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7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补水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72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奢华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7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诗途锦簇翠羽彩妆礼盒金钿翎羽丝绒唇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88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itiara诗途美眸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1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嫩肤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嫩肤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嫩肤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ichly全新专研黄金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4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沄益蚕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11 广东沄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小妆深海蓝藻润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1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保湿修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21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姿花样养护冻干粉+花样养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25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草莓莹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草莓莹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草莓莹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尼蓓贝宝宝护肤沐浴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尼蓓贝宝宝护肤沐浴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尼蓓贝宝宝护肤沐浴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3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逸香露清新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40 广州国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贯叶连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贯叶连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贯叶连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小分子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小分子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小分子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头皮净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头皮净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头皮净化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色因烟酰胺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5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 净肤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净肤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净肤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0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香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1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香水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25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 叶绿素 男士活能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肌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3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肌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3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肌源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3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香水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3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多效冰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多效冰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多效冰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双重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控油舒缓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59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小妆深海蓝藻干粉+深海蓝藻水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68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昆夏日清爽精华乳（防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11
昆丝蓝博（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IN胶原护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胶原护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胶原护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佩翘封面唇部亮润修护乳NO.7027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唇部亮润修护乳NO.7027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唇部亮润修护乳NO.7027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5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何首乌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何首乌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何首乌润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7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羡白仟恣伊人赋活净溶童颜套盒-赋活
修护能量粉+赋活修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813 广州柏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 SOSO紫黛水粉精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816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r Bee高清无暇粉底液（S03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71822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奢养顺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1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奢养顺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1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香氛奢养顺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1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缇萱 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18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悦美地带深层清洁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36
广州暨瑞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悦美地带活泉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38
广州暨瑞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39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姿胸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45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dz清新弹润果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62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LYW APPTI安奈雅 灵芝菌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 APPTI安奈雅 灵芝菌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 APPTI安奈雅 灵芝菌菇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HEXA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HEXA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HEXA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MOISTURIZ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USHA悠莎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HA悠莎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HA悠莎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7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OLIGO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NICOT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NICOT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NICOT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谷和生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谷和生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谷和生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8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琦神经酰胺润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9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多肽焕颜肌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96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彼浪丝清爽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9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清爽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9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彼浪丝清爽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1998
广州市鑫理想化妆品有限公
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水光密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00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慕兰萱星空幻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0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兰萱星空幻彩净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1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宜草天然植物老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22 广州律先包装制品有限公司
MIJISHI蜜肌氏双头细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26 广州华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秀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57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梅朵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2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秀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6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07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1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1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17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诗谜清柔净爽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2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2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2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2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养宫强韧护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32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养宫头皮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35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ESEDO公主胶原肽茶树精油洗卸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40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4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4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4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美地带柔和祛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58
广州暨瑞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65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素肌肌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69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羽扇美睫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77
广州花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水光焕彩套-臻颜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7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iyi兰偲宜顺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8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siyi兰偲宜顺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8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siyi兰偲宜顺柔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8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漾美赋活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90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诗颜氨基酸修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197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贝姿净透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05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滴滴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10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颜之优礼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28 广州祎润商贸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2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2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2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丽丝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32 广州蒙丽丝科技有限公司
FDE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36 广州昌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H逆时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39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eto净透焕采眼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40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WELRER·韦雷尔丰盈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41
广州兮玛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lilaiya princess 莉来雅·公主绝配
情人双头美眼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64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二裂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6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丽新冰爽草本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67
广州车早茶汽车销售有限公
司

雅希凡水光透亮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69 广州新作慕娅贸易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舒缓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7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8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RANCA黛兰卡水润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93 广州黛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憩美社艾源舒活养护套-憩美社艾源调
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29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立体妆效自动眉笔01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0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左香细致毛孔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细致毛孔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细致毛孔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昭妍水光焕彩套-水光焕彩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4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 氨基酸亮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51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23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渺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05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贝卡倪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09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懿庭绿茶沁润舒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绿茶沁润舒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庭绿茶沁润舒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1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裸瑟卷翘纤细双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皙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皙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皙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2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康之谜温润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37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狮玉玻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十件套 玻
色因蜗牛抗初老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4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健康之谜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44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MISSEAL慕之养净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50 广州雅铂思贸易有限公司

梵际净颜控油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58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健康之谜舒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60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健康之谜温舒野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65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D5Y6小冰块轻盈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66 广州骏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楚媛妃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70
广州黛馨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仪润肌净透亮肤礼盒-润肌净透亮肤
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71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曼妍烟酰胺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79
广州欣雅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康之谜舒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86
广州市聚芳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蕾帛塑颜冻干粉+葡聚糖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90 广州蕾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焕颜调肤组合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4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六穗植物清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6
广州伊施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力皮傲宁清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7
广州植力中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六穗植物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8
广州伊施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逆龄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13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红石榴烟酰胺皙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浓妆盛艳舒通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25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dz轻盈丝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30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兰曼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32
广州欣雅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丹诗野姜头皮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33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淑蜜哒冰川胶原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3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瑟金管丝绒雾面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40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穗植物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45
广州伊施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梦人樱花柔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47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梦人甜心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48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梦人雪绒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56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美地带柔肤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58
广州暨瑞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逆龄秘笈小蛮腰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64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卓秀清颜清爽控油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87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8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8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8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柔亮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9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柔亮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9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柔亮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59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0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0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01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丹诗植物人参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03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护甲油B03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0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髪小爱皂荚丰盈调理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12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焕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1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果冻护甲油W04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2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憩美社艾源舒活养护套-憩美社艾源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28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普蔻兰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51
广州贝医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纯天华积雪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61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人话题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1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NSFORD微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2 广州运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玉颜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4
广州叶嘉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摩洛哥修护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摩洛哥修护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摩洛哥修护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倾·堂黑鱼子滋养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倾·堂钻石嫩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79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梦人花秘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81
茜美（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通洛堂耳部清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8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通洛堂耳部清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268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温和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707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子婷ZITING时光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71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浓妆盛艳滴滴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2754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冠莹发型梳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756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瀛当归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2779 广州绿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柔丝发型梳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33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3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老姜艾草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老姜艾草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老姜艾草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密密背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50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浅色鱼子酱初颜润泽盈养套-鱼子酱初
颜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65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鱼子酱初颜润泽盈养套-鱼子酱初
颜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71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密密手臂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73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美密密腿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75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浅色鱼子酱初颜润泽盈养套-鱼子酱初
颜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7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睫毛膏眼线液
组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89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睫毛膏眼线液
组合-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299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悦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悦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1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译丝上品紫苏去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33
广州市善丝念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澜蔻玻尿酸滋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43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肤澜蔻玻尿酸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45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丽姿梅兰维生素B5多效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4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维生素B5多效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4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维生素B5多效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4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叶绿素保湿冻干粉+光彩焕颜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62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颜梦亮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79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颜梦晶润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086 广州喜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MANERE育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0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育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0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育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0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UMANERE育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0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obbiy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1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全妆四季温和净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18 广州致优贸易有限公司
敷美人密集补水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20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华蔻思韵玻尿酸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26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姿梅兰金盏花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金盏花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金盏花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67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兜美人寡肽二裂酵母焕肤修护冻干粉套
盒二裂酵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70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傲媛尊享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73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兜美人寡肽二裂酵母焕肤修护冻干粉套
盒寡肽二裂酵母修护冻干粉+寡肽二裂
酵母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74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傲媛尊享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77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仙嘉丽摩洛戈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4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摩洛戈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4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摩洛戈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4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荐面礼火山泥控油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5 广州美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8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 氨基酸眼部亮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195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贤妃 氨基酸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00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COLOUR立体妆效自动眉笔02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0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立体妆效自动眉笔03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1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薰奈 薰衣草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35 广州醒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3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薰奈 玫瑰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47 广州醒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温舒植萃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55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炫亮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炫亮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欧炫亮魅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际蛋白肽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蛋白肽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蛋白肽水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6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铂蓝之雅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铂蓝之雅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铂蓝之雅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典婷萱轻柔丝滑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79 广州妙洁日化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保湿亮肤面膜(传统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保湿亮肤面膜(传统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保湿亮肤面膜(传统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妆主焕颜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3 广州匠之心科技有限公司
PVL 水光透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4 广州盛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汀芬雅积雪草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89 广州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肤堂靓颜赋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91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描眉绘眼两用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9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奢丽黛好唇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297
美丽工坊（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比芭美玻尿酸润养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23 广州洁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细嫩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29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水嫩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4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iTO小冰块眼影（BALLET 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6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BALLET 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6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TO小冰块眼影（BALLET PINK）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62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芝参林密罗木焕颜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75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微颜提拉加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微颜提拉加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微颜提拉加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焕颜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7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8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芸施紫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389 广州财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传润颜光透隔离霜（水漾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2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铂金焕颜晶致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铂金焕颜晶致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铂金焕颜晶致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靓颜冻干粉+靓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07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OCOLOUR描眉绘眼两用笔眉笔02密
玥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2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描眉绘眼两用笔眉笔03轻
奢褐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2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描眉绘眼两用笔眉笔01柔
雅灰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娜去屑留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去屑留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去屑留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粉妍毛孔清洁沐浴套-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蔻老姜王养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55
广州鑫华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草宝贝 熬夜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熬夜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 熬夜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海绵
多效焕肤粉+焕肤调理精华液一号+焕肤
调理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海绵
多效焕肤粉+焕肤调理精华液一号+焕肤
调理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海绵焕肤护理套组-海绵
多效焕肤粉+焕肤调理精华液一号+焕肤
调理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礼淑玫玫瑰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3499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妃雪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04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COCO基础调配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40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MSULIN渼霖珍珠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46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艾尔黛诗持妆锁色雨衣口红(雨衣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51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VGHR小黄帽凝时奢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59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HiCOCO罗马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63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64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范里奇奇 香甜蜜桃马卡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6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里奇奇 香甜蜜桃马卡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6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里奇奇 香甜蜜桃马卡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6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HiCOCO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77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德国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1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蜜八哥舒缓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3
广州蜜八哥生物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恋美堂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恋美堂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态好小分子肽多效逆龄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92 广州态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藤花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595 广州柏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后积雪草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03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0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韩肤山羊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山羊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山羊奶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蚕丝蛋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蚕丝蛋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蚕丝蛋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春雪人参羊胎素养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19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肤鱼子酱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鱼子酱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鱼子酱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丽嘉莱沙棘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2 广州汇雅堂科技有限公司
OXH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3 广州香川商贸有限公司

圣修堂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25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世尊品美肌水润亮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31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御世尊品美肌水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32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御世尊品美肌水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33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阅香酵母修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3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天姿娜妈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缇娜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4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蓝美秀黄金骨胶原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71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水晶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77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78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蓝美秀玫瑰深层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81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晨金盏花润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690 广州汇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妙堂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line滋润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line滋润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line滋润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8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芊姿颜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阅香嫩肤修护冻干粉+嫩肤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20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恋西多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西多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2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VGHR小黄帽可比落清盈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22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DLS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3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丝顺 滑溜溜多效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38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扬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46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丝秀草本焕颜修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57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雪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雪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airyAroma雪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6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毛孔净化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67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邱小雪花漾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73 广州妙招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美润莱美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76 广州海恩商贸有限公司
DLS润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78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SYA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01 广州植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轻盈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0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轻盈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0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珍珠膏轻盈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02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密密腰腹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26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伊丹诗植物人参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28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MSULIN渼霖珍珠清盈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34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栢酷男士清爽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男士清爽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栢酷男士清爽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QNY 魅力矿物质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36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奢宠润肤修护套-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4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闪焱唇情告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闪焱唇情告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JCS闪焱唇情告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48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春雪植物胶原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54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草汇红花维E手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6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茵草汇红花维E手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6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蓓樱奈斯豆沙奶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79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蓓樱奈斯浓密魅卷定型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95
蓓樱奈斯（广州）日化有限
公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97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97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3997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舒益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00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伦恩光感丝滑身体磨砂膏（芝士雪糕香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04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无龄青春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1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Color Bee 印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20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UK视黄醇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22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方御养净盈酵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23
广州康源健康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仙舒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32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丝贝朗侧柏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37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清御芙蓉 淋漓净化草本套-淋漓净化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淋漓净化草本套-淋漓净化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淋漓净化草本套-淋漓净化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4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温享养护草本套-温享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5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温享养护草本套-温享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5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御芙蓉 温享养护草本套-温享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5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丝秀焕亮保湿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053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琦神经酰胺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08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筱柏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1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虾青素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虾青素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虾青素去痘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多效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0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2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茜艾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3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滴滴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氨基酸温和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氨基酸温和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京同仁堂樂家老舖氨基酸温和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4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5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青春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62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桑春雪二裂酵母焕颜氧气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63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澜蔻樱花物语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71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西铂 老姜王强韧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73 广州市西铂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74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7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际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78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保湿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8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8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8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189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丝秀雪肌时光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01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姿奇色南瓜素滋养琉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17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慕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慕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氨基酸慕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丝秀肌肤润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27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丝秀草本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31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丝秀肌肤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33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湶胶原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35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水丝秀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37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丝秀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38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丝秀雪肌焕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1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碧肌娇嫩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3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水丝秀雪肌倍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5 广州长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无龄青春紧致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4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Q2水凝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55 广州啊噜哈贸易有限公司

茵芙娜水光密集焕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73
广州无限至上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丝妍玻尿酸多肽奢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76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源净润透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7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PTI安奈雅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澳 净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澳 净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澳 净透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希茜 小甘菊薄荷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291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润莱寡肽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00 广州海恩商贸有限公司
时茜艾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0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唤泊雅多肽盈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02 广州市希莉娅商贸有限公司

范琦神经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07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汐斯雅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名芮大麻叶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25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高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54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两叶晴采持久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68
广州花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GE SHAMPOO K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K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5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32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32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32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颜仕焕采柔皙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78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焕采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81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85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焕采柔皙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89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unQui泉琦水润弹弹精品套装-活泉莹
润水晶面膜+活泉莹润调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颜仕焕采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2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R缓释水杨酸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6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叶绿素 男士活能劲爽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叶绿素 男士活能劲爽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ng WEN叶绿素 男士活能劲爽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3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妆色女神净颜洁润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00
广州可可美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姬瑞芬菁纯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菁纯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瑞芬菁纯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高身体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17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水光璀璨奢宠礼盒-水光璀璨亮肤
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22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水光璀璨奢宠礼盒-水光璀璨亮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3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浅色水光璀璨奢宠礼盒-水光璀璨亮肤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37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浓妆盛艳草本植物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47
有热度（广州）贸易有限公
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兰朵栀子花手足肤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栀子花手足肤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栀子花手足肤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逸娜 焕颜修护套-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活性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活性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活性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艾草生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艾草生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艾草生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科护安肤修红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87
广州市悦色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岁孔雀石舒缓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孔雀石舒缓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孔雀石舒缓按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4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翎雪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03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尔黛诗持妆锁色雨衣口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09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头发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琦神经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4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琦神经酰胺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6
广州佳润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 CHARMING FACE水光肌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水光肌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水光肌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BONA莱铂娜氨基酸绵密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22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沢美肌烟酰胺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33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丝妍烟酰胺晶透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36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GE SHAMP00  X7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00  X7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00  X75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7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7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CONDITIONER X76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CURIUS清透爽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清透爽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RCURIUS清透爽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7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荣多肽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580 广东君赫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高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10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玬姬草本生姜防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1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玬姬草本生姜防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1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玬姬草本生姜防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1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漾美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17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珀典婷萱护发丝滑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21 广州妙洁日化有限公司
梦际海水多肽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24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ICLOR羊胎素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套
盒-羊胎素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羊胎素
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49
广州市森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鞣花酸精准透润液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清姿调理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调理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调理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调理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调理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调理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清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芳黛逆龄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68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草保典草本轻盈套-草本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81 广州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黄金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黄金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黄金营养闪亮发膜+黄金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8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马斯佳红萝卜素健康唇膏（1#）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88 广州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托马斯佳红萝卜素健康唇膏（4#）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93 广州获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薏苡仁化妆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94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の良品燕麦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燕麦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柔の良品燕麦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69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浅色鱼子酱初颜润泽盈养套-鱼子酱初
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70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美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美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美韵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马龙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美肌嫩
肤）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美肌嫩
肤）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马龙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美肌嫩
肤）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3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RUK视黄醇焕亮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45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泰唯美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烟酰胺玫瑰香氛沐浴露
（柏林少女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53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欧漾美赋活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62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EFFI CARNNY烟酰胺茶香香氛沐浴露
（大吉岭茶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65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嬬媄如婳妙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72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黑头导出滋养套装-黑头导出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7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黑头导出滋养套装-竹炭吸黑
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8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黑头导出滋养套装-毛孔收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8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DRICLOR凝时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888
广州市森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山羊奶烟酰胺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山羊奶烟酰胺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山羊奶烟酰胺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梅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08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秀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09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13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利普蔻兰烟酰胺亮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24
广州贝医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沪美黑海盐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黑海盐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黑海盐净透泡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2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55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9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9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4995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涵之心多效焕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04
广州蕴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植精水蜜桃润养子弹杯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14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庆堂橄榄保湿润肤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15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AgIC丝绒哑光唇彩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1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庆堂牛油果倍润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1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姿佳人 净透修护隔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净透修护隔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净透修护隔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菲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菲曲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兰赞赋活多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赋活多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赋活多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3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典婷萱水漾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46 广州妙洁日化有限公司
恒赫暨美抚纹冻干粉+恒赫暨美抚纹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48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彦茜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51 广州市彦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葆沥草本原萃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55 广州华颐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藏养阁梅朵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57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日落星空鎏金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65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甜蜜梦境鎏金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66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天使之吻鎏金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67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传章王天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74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传章王强韧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77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家传章王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79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宜素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宜素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宜素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宜素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0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16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人神草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1
佳人神草（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彦池透明质酸钠小金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52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氨基酸深层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58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紧致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61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丹诗玫瑰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68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美肌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美肌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里蝴蝶美肌金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8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烟酰胺光蕴环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烟酰胺光蕴环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烟酰胺光蕴环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1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 素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14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24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JZSEN眉部修护滋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28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3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HAIR MASK C9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61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6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传明酸寡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肤堂靓颜赋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76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huang媚皇氨基酸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82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贝朗 玫瑰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9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摩塔 洋甘菊去屑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95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纤渺 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96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清肌叶悦活青春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299 广州乐呵科技有限公司

恒赫暨美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01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养阁舒净植萃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04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07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明亮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明亮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传奇纹开泽明亮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3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红苹果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红苹果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红苹果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3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KIMUSE缪色甜心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43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彩色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4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YF清透赋活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45 广东馨仪化妆品有限公司

北芙丹参舒缓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52
广州伊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嬬媄如婳妙颜枸杞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54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伊草本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58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邦9号椰子油滋润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73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傲立体持妆美颜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77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迷伊草本植物养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80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伊草本植物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84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舒尔雅草本植萃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9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BAZAAR RED芭莎红小红帽凝时奢护补水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97
广州美丽誓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御傲立体持妆美颜粉底液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499
广州御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锦兰朵草本舒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草本舒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草本舒清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金盏花能量维E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金盏花能量维E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金盏花能量维E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0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时尚V美年轻肽青春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10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之红颜深层清洁焕颜套-深层净柔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1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 美致时分活性肽·晶透
亮颜焕肤套盒-活性肽·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4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AMAZING YOURS 美致时分活性肽·晶透
亮颜焕肤套盒-活性肽·维生素C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5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泽芳华 草本植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29
广州贝斯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澜蔻桂花蜜糖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33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婍娅潞 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39 广州市彦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格晶透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1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柏林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柏林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柏林少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银色山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银色山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银色山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薰衣草轻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7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玫瑰轻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49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50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格晶透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51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栈香氛沐浴露（事后清晨）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6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玳蓝美秀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64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薄荷骨胶原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67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肌淳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71 广州玖生活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舒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5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心雅素酵母精华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0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艾叶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艾叶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艾叶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草本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立醒灵芝舒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1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尚新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小狸灵芝舒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凝时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凝时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凝时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控油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竹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竹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竹炭清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男士毛孔收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男士毛孔收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男士毛孔收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悦颜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悦颜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玫瑰悦颜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贻贝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修护抗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修护抗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修护抗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水光晶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水光晶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水光晶滢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清颜祛痘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清颜祛痘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植萃清颜祛痘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格格型男细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别品貴女深层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50
广州市三木联合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城市记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5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城市记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5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城市记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5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仁和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 氨基酸净颜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滇山康宝金鸡纳轻盈修护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70 广州梦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格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89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洋甘菊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91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抗初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693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薰衣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2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后积雪草焕颜修护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3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后积雪草弹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6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后积雪草抗皱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7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典·欧芭MDIAOBO黄金奢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黄金奢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黄金奢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0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娅后积雪草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18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faso SHAMPOO  A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葡萄籽奶昔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38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BEST'S蔻蓓诗小安瓶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4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2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5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5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5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A3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A4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S1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S2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草御颜逆龄御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76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心雅素海洋美肌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89 广州伊姿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玫诗 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玫诗 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玫诗 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丽黛轻盈仙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8
美丽工坊（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N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N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N7 粤G妆网备字20201757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N8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0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N8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0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N8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0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莼榡 素养净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06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三合一卸妆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10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典雅女神焕颜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22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VSwomen薇塑蓶美黄金奢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2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Swomen薇塑蓶美竹炭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2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典雅女神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29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后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32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36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海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3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丝妍山茶花保湿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38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FEI·NIYA玫瑰水光肌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0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牛奶海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出水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代芳娇舒韵滋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NSLF兰诗伦绯植物精粹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4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黄金水光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洋甘菊水光肌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6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后积雪草修护舒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49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代芳娇舒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5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代芳娇舒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54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焕肤透润精华乳（喷喷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6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6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6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6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典雅女神焕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72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EIR酵母原液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78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丽黛免洗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888
美丽工坊（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亿肽量级肽晶组合（粉瓶）-量级肽晶
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08 广州亿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ssutropin脐带提取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Tissutropin脐带提取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Tissutropin脐带提取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爱丝凯逆龄寡肽修护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FEI·NIYA缔菲妮娅海藻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缔菲妮娅玫瑰靓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1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康坊白玉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33
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欣颖XNYN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3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3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3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华方悦和美肤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活力美肤冻干粉+清木活
力美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营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营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营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薰衣草怡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6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4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肌颜伊谷草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51 广州平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清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5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娜精油沐浴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5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精油沐浴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5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精油沐浴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5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水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山羊乳氨基酸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必达dospita氨基酸滋养润肤沐浴乳
(圣罗兰巴黎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8 广州道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美肌通透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美肌通透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美肌通透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cesnowkin烟酰胺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8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icesnowkin烟酰胺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8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icesnowkin烟酰胺香氛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8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倦否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9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倦否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9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倦否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90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雪沐芙积雪草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5991
广州慕雪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伊美臻颜修护溶媒液+暨伊美臻颜修
护冻干粉+暨伊美臻颜紧致液+暨伊美臻
颜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09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愫美地带乳糖酸新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20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秀恋 二裂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32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iuln Kivln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43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SOZK冰感爆水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45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 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55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AE净澈控油火山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6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典雅女神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84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雅女神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85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雅女神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88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雅女神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91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BUTEA幽缇葡萄籽滋润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9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葡萄籽滋润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9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葡萄籽滋润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9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梦佳辉焕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焕颜多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097
广州市雅俐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景滋JINGZI优肌修颜精品套-葡聚糖肽
修护冻干粉+葡聚糖肽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02
广州景姿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润雅精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07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0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0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罐装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0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奈雅滋养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滋养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滋养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澜蔻烟酰胺果酸倍润身体乳白玉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6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泉儿香氛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17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贝朗首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0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3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3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子爱丽丝甲油胶（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3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晕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8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5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2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安奈雅植萃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植萃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植萃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莉尔七叶树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47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RUK氨基酸柔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1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保湿润肤霜(鼠尾草与海盐
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3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裕兴美颜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裕兴美颜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裕兴美颜草本焕颜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E果酸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6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HFYM樱桃美肤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66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姬格晶透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70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CN量子鎏金多肽奢美套多肽美颜焕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75
广州金盛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缔菲妮娅薄荷胺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76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SS冰肌焕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82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8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8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8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9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9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9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缇萱 安肤调理液 Ⅰ 粤G妆网备字2020176196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HFYM黄金紧致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00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NBTMVC寡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03 广州无品优品科技有限公司

维特的烦恼保湿润肤霜(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04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19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娇泥坊清透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25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MENGJL梦际水蛭素酵母凝萃晶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27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柳色岑香多重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多重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多重防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二裂酵母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薰衣草舒缓水晶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4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迈吉丽毛发污渍微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243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后积雪草御颜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23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贝丽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24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加减乘除膜力变面膜组合-葡聚
糖清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8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美桐橄榄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88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Skinov8加减乘除膜力变面膜组合-红石
榴赋活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9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加减乘除膜力变面膜组合-聚谷
氨酸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9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加减乘除膜力变面膜组合-胶原
蛋白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39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ggoln六胜肽抗皱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00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38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舒妙益生元亲子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42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赤藓醇多效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柘蚕丝蛋白焕颜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50 广州氧点科技有限公司
WSS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53 广州时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妍青活性炭吸附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54 广州楚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妍青壳聚糖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57 广州楚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柚子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2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之红颜深层清洁焕颜套-焕颜美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红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红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红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兜美人燕窝冰沙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68 广州兜美人贸易有限公司

天姿娜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髪小爱何首乌滋养平衡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84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生物酶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4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集玫瑰锁水磁石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0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玫瑰锁水磁石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04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锐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0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锐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0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锐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0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科护安肤植养蛋白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10
广州市悦色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UOOYA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CUOOYA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CUOOYA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15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C-UK净透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净透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净透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天姿娜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月见草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臀部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灵动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贝丽燕窝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41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弹嫩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47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舒悦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舒悦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舒悦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雅欣草本套舒悦草本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贝丽骆驼奶小分子氨基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2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UNLUOSI 芸洛斯悦之欢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56 广州梅彭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蕴涵之心多效焕颜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61
广州蕴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以美之名紧致舒缓紫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67 广州利名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龄皇后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84 广州君科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PK赋美园烟酰胺嫩肤透靓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7 广州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欧兰丽露二代逆龄密码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8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净润透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净润透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白藜芦醇净润透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极光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blj炫红盈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02 广州羽宣化妆品有限公司
SPK赋美园神经酰胺修护保湿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14 广州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保湿清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15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说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19
广州霖蓉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傲媛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22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傲媛春暖花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23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嬨姬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净化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GJIUYUN玻尿酸焕颜嫩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4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玻尿酸焕颜嫩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4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玻尿酸焕颜嫩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4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丝凯逆龄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4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丝凯逆龄多肽抚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5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OHS温泉水咋弹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59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媛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65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吾乐美精致赋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乐美精致赋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吾乐美精致赋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因鲵净透美颜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77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丝滑去屑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去屑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丝滑去屑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日井摇摇精华沐浴慕斯002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85
广州三木致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依美源多肽透明质酸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86 广州美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日井摇摇精华沐浴慕斯003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87
广州三木致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美芙湶抗皱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90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御岁氨基酸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氨基酸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氨基酸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6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清爽净透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清爽净透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清爽净透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0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5 COZY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5 COZY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5 COZY WINTER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见寡肽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2 广州信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SHAMPOO  MU6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WADA  CONDITIONER  MU62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M84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M84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M84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M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M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M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G7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G7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SHAMPOO  G7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G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G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CONDITIONER  G8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DUO HIGHLIGHTER & 
CONTOUR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DUO HIGHLIGHTER & 
CONTOUR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DUO HIGHLIGHTER & 
CONTOUR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4 LA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4 LA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TH SIMP-SINGLE POWDER BLUSH 
#B04 LA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3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BUTTER丽人臻致精华液+COCO 
BUTTER 丽人畅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34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馨花胸部草本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4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馨花胸部草本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4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馨花胸部草本滋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4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iFuQuan 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45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EVOO婕芙小灯泡光感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小灯泡光感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小灯泡光感提亮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5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尹真熙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尹真熙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戴妃润养舒护套-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3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ORE艾慕量肤甘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戴妃臻养舒润套-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88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碧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795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黑头清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10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INDOUBLE轻盈赋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29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莼榡素养净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32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 海泥舒缓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33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 海泥毛孔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34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修亿肤焕彩美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36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SLF兰诗伦绯薰衣草母菊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37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东森美 丝绒哑光口红 04#秋日红枫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40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金缕梅红景天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44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东森美 丝绒哑光口红 02#孤岛落日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46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媄怡神植萃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4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RT-Ⅱ童颜美肌冻干粉+童颜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55
广东暨研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韵净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60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24K黄金胎盘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6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素颜传祺尊享套-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89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素颜传祺尊享套-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0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净肤精华套 净肤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1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净肤精华套 净肤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2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净肤精华套 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3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刷脸娃娃净肤精华套 净肤精华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4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古珞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6899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凰上凰澳洲坚果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02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季时代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09
广州季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SLF兰诗伦绯藏红花马齿苋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0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M正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正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正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森美 顺滑持久眼线笔 02#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19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缇芙兰逆龄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20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缇芙兰逆龄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22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颜三岁艾叶绿泥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23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渼熙妍嫩肤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27 广州渼熙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3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森美 补水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41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佑依 花蕊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43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OIU熊果苷焕颜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46 广州鹿葱科技有限公司
OIU烟酰胺透润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48 广州鹿葱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49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LUFURONG绿芙蓉净透黑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61 广州方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臻颜修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66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缔菲妮娅洋甘菊舒缓软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7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梵诗永恒遮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80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迪蝶变幻彩轻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83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媚丽焕颜溶媒液+多肽媚丽焕
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媚丽焕颜溶媒液+多肽媚丽焕
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媚丽焕颜溶媒液+多肽媚丽焕
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698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03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椛美琦肌氨基酸绿茶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75 广州欧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杰列斯依克多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依克多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杰列斯依克多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迈吉丽香氛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5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ZZ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6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ZZ美肌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89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姬格臻爱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092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0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dz鱼子精华丰盈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09 广州市聚亿商贸有限公司

蝶束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25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束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25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束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25
广州圣宝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蔓滋养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28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捷曼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捷曼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捷曼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37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漫妆妈咪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妈咪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妈咪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慎太郎儿童马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52 广州博盈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鱼子酱多效智研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54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语清颜逆龄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59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GJIUYUN胶原光透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胶原光透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胶原光透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迷迭香轻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16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0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婻雪密罗木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08 广州斓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繁花朵朵优雅奢华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17 广州安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芙蔻富勒烯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富勒烯
修护溶媒+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1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繁花朵朵优雅奢华植萃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27 广州安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鲜花青萃保湿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2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繁花朵朵优雅奢华美洁泡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3 广州安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RALL 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3
广州宝格丽白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PK赋美园烟酰胺嫩肤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5 广州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iney雷尼原创美甲功能胶（法式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59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美甲功能胶（耐久加固
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64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黎语清颜肌光营养紧致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72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ainey雷尼原创美甲功能胶（锁色钢化
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73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伊丹诗植萃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83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草献宝薰衣草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8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 芦荟丹参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9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 芦荟丹参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9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 芦荟丹参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9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熙氨基酸温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296
肌熙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未艾花青素毛囊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03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聂美人花青素毛囊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04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婀迪徒甄萃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09 广州婀迪徒护肤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遁雅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罗拉虾青素冻干粉+安·罗拉虾青
素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20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伊蒂山羊奶滋养修护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22
广州市维美盛世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黎语清颜冻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26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分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分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分窈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3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开夏焕采二裂酵母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35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肤澜蔻薰衣紫沙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0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叶根康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植萃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ANMIA蒂蓝蜜儿莹润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2 广州颜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曼Cellpomont富勒烯黄金贵妇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43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卡汀猫双色持妆梦幻高光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双色持妆梦幻高光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汀猫双色持妆梦幻高光闪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5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SOUL肌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70 广州市北逸贸易有限公司

果客植萃净化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71
肌熙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悉奢宠靓颜组合奢宠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1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悉奢宠靓颜组合奢宠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2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 l chmet雪肤焕润滋养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89 广州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晒丽媄莹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91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温蔓妮焦发精灵水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92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晒丽媄莹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394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荟清透清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2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晒丽媄草本修护面膜+莹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4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晒丽媄多肽凝胶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08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艾曦堂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曦堂植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1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熙蓉私藏臻享战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18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2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西皙润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霸玫瑰凝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玫瑰凝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玫瑰凝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4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莉睿康 颐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颐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莉睿康 颐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霸草本呵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呵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呵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臻魅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晨肌寡肽修护冻干粉+清晨肌寡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59 广州今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阿尔金燕麦精华香氛洗护套盒-燕麦精
华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0
广州倾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霸草本修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修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草本修护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净化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2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尔金燕麦精华香氛洗护套盒-燕麦精
华角蛋白轻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3
广州倾诚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弘生尚美焕能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6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水漾活颜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8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珀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8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雪儿臻颜靓透冻干粉组合-臻颜靓透
冻干粉+臻颜靓透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498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姿娜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M透明质酸润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透明质酸润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透明质酸润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植萃精华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植萃精华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霸植萃精华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儿毛发污渍微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23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开夏焕采富勒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26
广州秀多邦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sealian焕颜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5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自然丝柔极细眉笔
（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黑丫头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6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6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魔翘纤长双效睫毛膏(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6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途锦簇翠羽彩妆礼盒黛羽轻透水光肌
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66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晨肌多重玻尿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89 广州今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容媚维肌修护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93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媚维肌修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94
广州集美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IKONE焕颜新肌凝养精华粉底霜 1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97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SUIKONE焕颜新肌凝养精华粉底霜 102 粤G妆网备字2020177599
广州市娥佩兰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白小护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白小护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白小护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AOJI草即鲜粹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4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淇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淇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淇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05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后积雪草温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11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筑芙薰衣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19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筑芙玫瑰花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23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橘后氨基酸水氧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2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筑芙珍珠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28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堂舒润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30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筑芙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33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波罗丝肽氨基酸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35
广州市阿波罗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薇施娜洋甘菊草本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3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51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ePim养护净颜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63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清爽控油净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6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6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植娜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 藏娇草本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姬格晶透焕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19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ePim焕肤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3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爱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36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道必达dospita烟酰胺莹润亮肤沐浴乳
(倾心花语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40 广州道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姬格焕颜紧致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43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杏仁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44
广州未来魔法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玫尼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52
广州欧玫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莎丽诺萱SLNX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5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美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57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焕颜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59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紧致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6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蔻 燕窝奢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 燕窝奢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 燕窝奢养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69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Jartto甲油胶D03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73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SinePim舒颜冻龄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78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紧致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蔻蜂王浆黄金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蜂王浆黄金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蜂王浆黄金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润嫩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润嫩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水润嫩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幻雅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6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葩 姣韵套组-粉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粉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粉红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波罗丝肽氨基酸柔润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8
广州市阿波罗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一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8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M正颜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正颜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正颜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二号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1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莎丽诺萱SLNX薄荷胺肌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美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797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焕颜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1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7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丝顺焕然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8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净肤修护小绿瓶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09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 姣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姣韵套组-姣韵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12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戴妃臻养舒润套-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20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lian多效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21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eto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22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26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1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养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清源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魔力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0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调护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韵康韵净温润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M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M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nePim舒颜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4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妙雪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银河流沙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澜蔻烟酰胺果酸倍润身体乳洋甘菊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63 广州亿蒋科技有限公司
甄霓烟酰胺光感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68 广州甄霓美容美体有限公司
缇芙兰时光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76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丽一汀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79 广州纤裕商贸有限公司
东森美 丝绒哑光口红 01#酒酿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83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仙人掌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86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透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89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SGARDEN冰肌矿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90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艾雅莱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94 广州荣耀供应链有限公司



雾屿森林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9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雾屿森林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89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朗芮雅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09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lecoe海葡萄烟酰胺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10
生命养动力（广州）科技有
限公司

these陶丝黄金丝蛋白液态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14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朗芮雅多效护肤因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17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ainey雷尼原创璀灿线条胶（细金）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22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TWG 牛奶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28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29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30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34
广州上颐和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阅赋活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37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阅赋活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39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阅赋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40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阅赋活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41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杜博士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43
广州杜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伊草本植物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56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胭氨基酸倍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氨基酸倍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氨基酸倍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5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肤霖CHOFULIN滋润嫩肤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滋润嫩肤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滋润嫩肤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6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oodoo city 魅惑都市流光溢彩眼影盘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7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滋优眼部护理家居套盒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7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品滋优眼部护理家居套盒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7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品滋优眼部护理家居套盒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7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per topic莹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per topic莹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Super topic莹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班敏逗肌肽浮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3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班敏逗肌肽浮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84 斑敏痘（广东）皮肤研究院
Balafaca盈润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7994 广东花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inePim精致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16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丽雅蛇毒紧弹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2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蛇毒紧弹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2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丽雅蛇毒紧弹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2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晗鱼籽多肽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026
广州锦绣之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N-AYILIAN永恒定妆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35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瓷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38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tu瓷兔爆水雪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61 广州纤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姬格草本修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63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布丁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布丁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布丁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玻尿酸灯泡拉丝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玻尿酸灯泡拉丝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富勒烯玻尿酸灯泡拉丝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焕颜修护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191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涵俏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256 广州悦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蔻特润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蔻特润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蔻特润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花漾莲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47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青春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90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依贝丽富勒烯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391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6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6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6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K4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SHAMPOO X85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9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9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9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神经酰胺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2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媛腰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39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傲媛轻柔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48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DO双色高光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双色高光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双色高光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俏佰草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7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5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6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CCU肽能修护冻干粉套装-肽能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68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储仙堂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79
广州市储仙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修亿肤焕彩美肤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80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目轻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88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红石榴臻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4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御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0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杜博士氨基酸清润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11
广州杜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巧堂SOD酵母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SOD酵母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SOD酵母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SOD酵母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2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源亮肤冻干粉+暨源亮肤溶媒液+暨源
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33 广州霄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丫头柔顺呵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柔顺呵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丫头柔顺呵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3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24K黄金胎盘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46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神经酰胺胎盘蛋白双效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5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星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52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希TAEHEE血清蛋白肌因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53 广州娜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缔菲妮娅玫瑰水光凝胶软
膜+玫瑰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5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知言毛孔净透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61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嫩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64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肯润颜臻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68 广州为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雅佳人纤雅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毛孔水润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73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为肯富勒烯胶原蛋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78 广州为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蓶秀蜜语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黄金
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8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爱斯臻颜菁华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8592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纲目乳糖酸祛黑头净肤套盒-乳糖
酸去黑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07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1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水光透亮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14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17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等黎妃DIGNIFE英皇家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
プンク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奈雅青春肌底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青春肌底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青春肌底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芝黎迷迭香纯露净痘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0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芝黎洋甘菊纯露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芝黎玫瑰纯露水光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3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妗采黄芪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5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芳妮诺植萃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芳妮诺植萃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芳妮诺植萃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芳妮诺植萃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EILEA水漾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香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威丝娜诗 氨基酸清爽顺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2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梦彤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歌舒尔雅一喷秀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7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旺堂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59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贵颜美美颜提亮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0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亿肤芙蓉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68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to紧致淡纹小紫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75 广州医朵贸易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秀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80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清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83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舒尔雅秀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86 广州雅至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至臻盈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9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C.N.F甲油胶007 粤G妆网备字2020178697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Wfaye光感透润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00 广州米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Wfaye光感透润粉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03 广州米萌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伦恩独角兽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10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滋养保湿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15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梵尔精萃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18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唤泊雅烟酰胺水润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27 广州市希莉娅商贸有限公司

SinePim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沁润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7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丽多冰肌寡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冰
肌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冰肌寡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冰
肌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冰肌寡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冰
肌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多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多肽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多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多肽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多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多肽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3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净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76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知言毛孔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26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2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优品茄  沙棘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3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  沙棘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3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  沙棘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3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沁透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4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头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4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雪肌紧致水嫩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54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雪肌紧致水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63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贝丽三色修容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64 广州碧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 氨基酸柔顺修护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69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吉丽惠润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71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儿惠润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73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86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舒爽美肌净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88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春集迷迭金缕梅收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迷迭金缕梅收敛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tuo指甲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5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EVENING 
GREY）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EVENING 
GREY）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EVENING 
GREY）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 LIKE 2 
W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 LIKE 2 
W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迪涂绚彩钻石啫喱眼影(I LIKE 2 
WATCH)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8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叄佳玫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玫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叄佳玫瑰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8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0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0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梵希茜炫亮闪耀土豆泥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0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绿力清爽水润润唇膏-薄荷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07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SinePim焕肤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1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臻爱修护洁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2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奈雅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根吡硫鎓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4 广州中旋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圣植娜草本精华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草本精华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草本精华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1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娜润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24 广州嫩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嬨姬土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土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土元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聂美人花青素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57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艾花青素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58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柔顺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柔顺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斯道尔柔顺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贡美伊定型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美伊定型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贡美伊定型保湿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88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韵优润骨胶原小黄裙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8990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0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0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氨基酸净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0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香女神水润亮泽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11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COCO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20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21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韩秀恋骆驼奶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23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COCO罗文莎叶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26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马鞭草酮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28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30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欧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34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蒸馏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35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HiCOCO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38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草木町山茶植研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町山茶植研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町山茶植研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町桂花植物精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町桂花植物精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町桂花植物精粹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eayelo丽悦朵受损发丝蛋白营养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受损发丝蛋白营养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受损发丝蛋白营养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COCO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75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妍悉素颜蛋白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2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职场日记丝羽发质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4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之谜水娃娃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5 广州浩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8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9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9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09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希茜冰雾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2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芭秀藏红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4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雪肌素仙芽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48 广州尚肽美容有限公司

新靓琪活漾植萃补水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53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WEISITE奶奶灰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60
广州莎威斯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6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末町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65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新肌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6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HiCOCO大马士革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73
原肌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靓肤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79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牛油果浓缩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牛油果浓缩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牛油果浓缩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珂芙臻皙亮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娅姿水漾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3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多肽紧致娃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87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1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时光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时光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时光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百合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百合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百合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199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清爽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清爽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清爽去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奇异果嫩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奇异果嫩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奇异果嫩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爱膜样虫草奢养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08
广州天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爱膜样艾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14
广州天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21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NGJI梦际红酒多酚靓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33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生菌星球头皮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34 广州普静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依克多因舒缓修护水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3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后积雪草焕肤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244
广州亿宝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GJIUYUN玻色因舒缓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0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玻色因舒缓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0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JIUYUN玻色因舒缓靓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0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沁透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0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施芙雅玻尿酸焕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11
施芙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形象美红樱桃美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樱桃美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红樱桃美肤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7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2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安雅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安雅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安雅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6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5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4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3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3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正正常常3.0系
列LD42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4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华臣施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通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4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鱼籽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鱼籽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鱼籽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5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颜本草肌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473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华臣施草本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草本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草本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lian氨基酸修护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5 广州臻美日化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0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胶原蛋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1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TaiFuQuan 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17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R积雪草柔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28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多兰护卷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30 广州芭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草纲目乳糖酸祛黑头净肤套盒-乳糖
酸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3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草纲目乳糖酸祛黑头净肤套盒-乳糖
酸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32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之月男士劲爽控油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59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嬨姬舒胸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舒胸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舒胸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 精致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妝印焕颜玉肌美肤礼盒-焕颜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2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调理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靓琪珍珠肌活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88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MIR舒缓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598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季坊洋甘菊舒缓补水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洋甘菊舒缓补水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洋甘菊舒缓补水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ZCHU水之初酵素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03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毛孔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12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JIYAN珀肌颜复活草提亮水润光感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1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茹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1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源氨基酸绵密洁净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24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OJIYAN珀肌颜羊胎素养颜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2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 植物菁华  甜杏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31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叶琴植萃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蔓 植物菁华  小黄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35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叶琴植萃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善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6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烟酰胺樱花嫩肤冰淇淋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ayelo丽悦朵果萃营养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4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蔓 植物菁华  七叶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1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迈兰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小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小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小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凝颜无瑕气垫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0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迈兰仙人掌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仙人掌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仙人掌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石墨烯靓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石墨烯靓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石墨烯靓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美肤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美肤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美肤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迈兰玫瑰紧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玫瑰紧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玫瑰紧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洋甘菊舒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洋甘菊舒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兰洋甘菊舒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美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玻色因光感水润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82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凝颜无瑕气垫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84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凝颜无瑕气垫霜（高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86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悉素颜蛋白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87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8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雪莲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69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08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玫瑰珍珠焕彩亮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13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悉素颜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17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而曼春暖花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0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妙而曼春暖花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3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嫔婷氨基酸净润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氨基酸净润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氨基酸净润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翠果酸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8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孔雀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孔雀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孔雀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PTI安奈雅乳木果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乳木果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安奈雅乳木果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3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32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淳语羊毛脂润唇膏（水果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51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净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82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波光魅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89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语羊毛脂润唇膏（原味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93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赫润丰润滋养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796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语蜂蜡润唇膏（水果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01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MAANGE魅黑柔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04 广州玛安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语橄榄香精萃润唇膏（原味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05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淳语植物密语润唇膏（佛手柑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06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淳语蜂蜡润唇膏（原味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08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淳语植物密语润唇膏（桔子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3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烟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烟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唇纷柔软塑妆持效眉笔（烟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淳语水润淡彩润唇膏（传奇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19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淳语橄榄精萃润唇膏（水果味道）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23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淳语植物密语润唇膏（猕猴桃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26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希梵尔精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鲜汁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象牙白）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语水润淡彩润唇膏（欢乐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7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鲜汁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潤革寶活力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潤革寶活力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潤革寶活力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美堂清润醒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清润醒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清润醒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梵尔时光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偏
白）-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至臻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6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潤革寶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潤革寶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潤革寶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thome Skin Care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53 广州潮洪翼贸易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花独角兽彩妆套盒（自然色）
-肌琳莎沁透美肌丝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黑珍珠奢华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黑珍珠奢华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黑珍珠奢华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诗秘舒纹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舒纹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舒纹修护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IUYUN久韵虾青素胜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 花漾甜心粉女用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798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肌初娇嫩原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肌初娇嫩原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肌初娇嫩原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贝绮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贝绮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贝绮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勿忘之吻羽雾柔焦四宫格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06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紧玻尿酸弹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11 广州颖婕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痘娘美业艾薰沐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14
广州豆娘美容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美自本草保加利亚玫瑰花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15
广州美迪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养肤分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养肤分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养肤分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仕茗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26 广州乐仕茗商贸有限公司
张大猫神经酰胺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40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有Ta在小分子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55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有Ta在小分子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55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纽南小分子蛋白肽冻干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南小分子蛋白肽冻干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南小分子蛋白肽冻干彩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蜜清痘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6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密思GEMIS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64 广州琪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6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思卡温泉水咋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85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润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7999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御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01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WDTHB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DTHB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DTHB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温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温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温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2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陶丝蛋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44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花田花园骆驼奶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51 广州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花园骆驼奶滋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53 广州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娜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轻柔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净澈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6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净澈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6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娜净澈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6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格晶透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62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森美 丝绒哑光口红 03#奶油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86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媞皙烟酰胺鲜润奢养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388 广州嘉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iney雷尼原创指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07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功能胶（可卸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09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黑色线条彩绘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11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媚资时光逆龄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19 广州丹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氨基酸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蒂拉 美妍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498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茶韵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0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EYING科颖肌因修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39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神经酰胺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泽丰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泰泽丰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泰泽丰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1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SARLOTUS经典海马古龙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经典海马古龙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经典海马古龙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5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青春精纯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1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艺师植物精粹还原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3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夜间紧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4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琋渃娇颜雪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6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森美 顺滑持久眼线笔 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7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肤维A醇氨基酸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薰衣草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薰衣草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薰衣草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牛奶珍珠美肤滋润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牛奶珍珠美肤滋润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牛奶珍珠美肤滋润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香女神顺滑柔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89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季坊芦荟祛痘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芦荟祛痘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芦荟祛痘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玫瑰花瓣补水美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玫瑰花瓣补水美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玫瑰花瓣补水美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玻尿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薄荷冰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薄荷冰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薄荷冰凉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5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温泉水蛋白酵母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温泉水蛋白酵母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珂温泉水蛋白酵母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1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奢宠臻品晶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黄金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黄金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黄金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2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蜜蜂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38
广州梦之蝶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茁美水光玫瑰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玫瑰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玫瑰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樱美遇焕颜修护冻干粉套组焕颜修护
冻干粉+焕颜十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47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SCLAROL梵芝蔻多肽修护冻干粉+玻
尿酸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55
凯荟（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有能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66 广州康美菲科技有限公司
梵琋渃娇颜珍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75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琋渃植物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84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ART氨基酸舒缓花漾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88
广州睿致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澜芙草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692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ARTBOX艺术盒子透光水感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26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蓶秀蜜语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金箔
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2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秦赳赳姜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30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蓶秀蜜语富勒烯黄金童颜提拉组合富勒
烯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3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修护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33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沁养焕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39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氨基酸清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5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原活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原活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舒原活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诗蔻密集多效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68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兰蒂蜜语唇情口红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兰蒂蜜语唇情口红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兰蒂蜜语唇情口红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2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姿幽氨基酸祛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卓姿幽氨基酸祛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卓姿幽氨基酸祛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7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妤鲜花青萃玉肌亮颜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80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靓琪活漾植萃补水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奶滋润倍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丝娜诗 氨基酸樱花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7 广州科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集火绒草冰肌固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79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奇幻膜术丝滑醒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807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逆素冰肌净化套冰肌净颜净化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809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而曼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817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御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82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妍暨美紧致提升组合紧致提升液+紧致
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07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嬬媄如婳妙颜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28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LSNOW玻尿酸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3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翌芙莱红苹果修护维稳套-百花蕾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DCN量子鎏金多肽奢美套鎏金时光多肽
金箔液+时光美颜线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53
广州金盛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芦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6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柏诗飞扬草清爽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75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MAG美格极致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81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传明酸多肽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传明酸多肽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传明酸多肽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9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笙梵容梵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0998
广州再笙梵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焕彩微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焕彩微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至臻焕彩微肽套-焕彩微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0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玫瑰花香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08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傲媛腰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2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娇芝黎橙花纯露水滢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24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韵莲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2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再笙梵容梵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36
广州再笙梵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纤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3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纤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3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纤诺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3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腿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薇媛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0 广州绮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精粹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腰部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5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诗琦雪肌紧致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1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蔓本草纤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纤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纤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古秀手臂草本套装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6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蔓本草千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千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千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0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多肽新肌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07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EKOCLIN 亲肤液体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17
广州市亿科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殖美春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18
广州市芭朵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毛周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19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KOCLIN 洁净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21
广州市亿科贸易发展有限公
司

清新花好太太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27 广州纽漫滋日化有限公司
伊珂芙洋甘菊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3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殖美春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32
广州市芭朵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洛芭秀净养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33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左香燕窝多肽蛋白肽凝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燕窝多肽蛋白肽凝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燕窝多肽蛋白肽凝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珮清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56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BEILUSI贝璐思烟酰胺维C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5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诗涵多肽还幼冻干粉+还幼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61 广州乐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贝朗首乌曼哝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62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茶之艾多肽还幼冻干粉+还幼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74 广州乐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姿幽植萃氨基酸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卓姿幽植萃氨基酸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卓姿幽植萃氨基酸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淳语男士原味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7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淳语男士薄荷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8 广州市亿定达贸易有限公司
傲媛轻柔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89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皙嘉瑩姜艾舒赋尊享套-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19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玉菡玻尿酸清润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04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0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悦芳棠益生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悦芳棠益生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悦芳棠益生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2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黑灵芝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2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兰 SLDE臻颜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33
广州易兔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娜婷蜜桃滋养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42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娜婷芦荟修护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47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娜婷小甘菊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52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康微莱薰衣草去角质焕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60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菡紫草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紫草多肽
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64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平衡润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7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逆素冰肌净化套冰肌净颜净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73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骄芙苦参水漾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8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苦参水漾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8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苦参水漾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8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诗琦雪肌紧致水嫩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83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骄芙苦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苦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苦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8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莱雅蓝铜肽亮肤水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蓝铜肽亮肤水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蓝铜肽亮肤水润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2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骄芙神经酰胺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神经酰胺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神经酰胺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婷莱雅虾青素修护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虾青素修护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莱雅虾青素修护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护肤分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护肤分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银耳多糖益肌护肤分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WENSITO  FORCED  FINALIZING  
POMADE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42
广州莎威斯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6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6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6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壳深海泥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深海泥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深海泥嫩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7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莱美肌热感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79 广州荣耀供应链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UV大画家睛彩挚爱眼影盘002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12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玫瑰焕颜靓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18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玻尿酸水漾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28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玻色因人参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33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UV大画家睛彩挚爱眼影盘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35
广州铭洋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卓娅姿玻尿酸水漾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36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元康舒柔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47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舒妍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49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温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53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爵SUPERJO沙棘修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57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娅姿玻尿酸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58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旺堂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8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8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道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82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8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娅姿玻尿酸莹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488
广州市可雅姿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珂芙安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1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int柔光幻彩双色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12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舒爽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舒爽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络康舒爽养护套组-舒爽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大猫神经酰胺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33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38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水光璀璨奢宠礼盒-水光璀璨亮肤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4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校花秘语去角质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0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途 炫彩透亮青春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2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Rainey雷尼原创功能胶（无纸托延长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3
广州雷尼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FonSinea类蛇毒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类蛇毒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类蛇毒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而曼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59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澳途 晶莹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60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奢璞迷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65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VIVISWEET 烟酰胺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581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芭秀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0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LIP TANGLY|唇纷蚕丝蛋白水光涂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06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鹊柔柔皙透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11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安肤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1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芭秀通调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1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玉媚天肌粉红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1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花漾莲华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23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聚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35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媄涵梵尘奢润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37 广州昶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语酵母多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46 广州仟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香雅莲花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6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尔思塔沁润悦活深澈洁颜油（新配
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64
广州歌温托兰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香雅莲子水嫩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66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菲儿青春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76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轻颜植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轻颜植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轻颜植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媚天肌粉红提升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78 广州宁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花漾莲华无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8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韩逆素冰肌净颜套冰肌净颜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89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张大猫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93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张大猫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1694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诺源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弥尚婴幼儿倍护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29 广东方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玫瑰纯露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30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御思源御护舒养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31
广东赫柏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思源御护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32
广东赫柏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Ⅲ-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3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 Ⅰ-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3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御思源御通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40
广东赫柏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Ⅹ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4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Ⅵ-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4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Ⅰ-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4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Ⅱ-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4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Ⅴ-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5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5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ⅦⅠ-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5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葡萄籽酵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7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蕙媄玫瑰吸素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瑰愫橄榄清爽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1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雷施雅黛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拾颜本草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6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雷施雅黛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8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可弟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1890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娜婷甜蜜樱花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11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拾颜本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13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语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14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澜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23 广州欧澜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神经酰胺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27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靓肤系列套盒本色丽人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41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魅影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42
广州市美丽魅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拾颜本草富勒烯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52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伊珂芙臻皙亮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5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颜本草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69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伊珂芙新肌焕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7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欣水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75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珂芙 安肤多肽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7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靓肤系列套盒本色丽人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92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色丽人靓肤系列套盒本色丽人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9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色丽人靓肤系列套盒本色丽人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095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色丽人靓肤系列套盒本色丽人靓肤氨
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02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季亭芳桃子舒缓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14 广州合越贸易有限公司
季亭芳牛奶嫩滑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19 广州合越贸易有限公司
尊上莹润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21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姿薇姜油护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3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詹妹妹小白瓶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36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烟酰胺焕颜水嫩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4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烟酰胺焕颜水嫩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4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烟酰胺焕颜水嫩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42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肌草植物清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46
娇颜本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奥弗兰小苍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小苍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小苍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7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7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富勒烯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7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3399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72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2234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弗兰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弗兰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3344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5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1314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8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720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8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998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91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1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568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00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妃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妃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妃富勒烯胎盘素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之潤去黑头绿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1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修护冻干粉+多效肌源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修护冻干粉+多效肌源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多效肌源修护冻干
粉套盒-多效肌源修护冻干粉+多效肌源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上润养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22 广州贡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真爱哑光唇膏 520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27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俏 苦参喷秀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俏 苦参喷秀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俏 苦参喷秀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婷维他E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50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贵颜美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53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春堂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60
广州林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阳春堂焕颜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63
广州林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阳春堂焕颜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64
广州林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阳春堂焕颜美肤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65
广州林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淼熙浓缩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67
聚淼熙（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年蔻贵妇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70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贵妇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70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蔻贵妇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70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淼熙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76
聚淼熙（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烟酰胺椰子奶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8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EEVOO婕芙冻龄肌蜜津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冻龄肌蜜津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婕芙冻龄肌蜜津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2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日月其时赋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26 广州其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厘 积雪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肌肤厘 积雪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肌肤厘 积雪草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澳蔻斯邂逅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7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花园骆驼奶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78 广州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蔻斯扣扣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39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轻透无暇遮瑕液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09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臻美明玥草本肌密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11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菡紫草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神经酰胺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19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莱毛发Q弹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26 广州荣耀供应链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蜂蜜滋养美肌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27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哚米妲搓泥宝膏（牛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28 广州澜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哚米妲搓泥宝膏（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29 广州澜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哚米妲搓泥宝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31 广州澜诗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蔻斯扣扣香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35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蜂蜜焕靓滋养撕拉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37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植得艾火山岩泥毛孔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得艾火山岩泥毛孔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得艾火山岩泥毛孔紧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美肌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美肌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美肌舒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5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蔻斯邂逅香水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60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上凰生姜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62 广州凰上凰日用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7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7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虾青素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7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蒂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75 广州双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挪威云杉叶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挪威云杉叶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挪威云杉叶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珂芙 安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6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7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8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ddung宝宝润唇膏（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92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ddung宝宝护唇膏（无香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95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黄莲花清道夫套黄莲
花纯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59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WG 维B6净透呼吸白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05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GMT鑫格美婷修护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1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柔肤保湿大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12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EMG佐目清透无瑕雪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13 广州左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血清蛋白修颜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1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KIDS SOLUTION 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23
广州乔帮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血清蛋白修颜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24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血清蛋白修颜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2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爽润紧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3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乳糖酸舒柔凝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35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CLD多肽修护冻干粉+萃丽多CLD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36
广州蔚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肌秘时光原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4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玻尿酸多肽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46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CLD冰肌修护冻干粉+萃丽多CLD
冰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53
广州蔚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菲儿青春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56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61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木素妍素妍氨基酸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沙娃帝娜紫色恋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73
广州沙娃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黛美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80
广州秀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丽星玻色因人参润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689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园泉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0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TEAE水杨酸细致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13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御思源御养温润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3
广东赫柏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玫瑰纯露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4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尚蜜诗氨基酸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氨基酸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氨基酸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3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尚蜜诗水肌肤保湿精华套装水肌肤保湿
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蒂蔓露丝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爱姬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56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炫彩女人帮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6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6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6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庞美草本植萃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0
庞美健康（广东）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Ⅳ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Ⅶ Ⅱ-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Ⅵ 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油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Ⅴ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Ⅶ Ⅱ-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7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ZAGENE植语系面膜（亮肤保湿）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83 广州华源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HFYM千叶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8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香雅莲露美透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96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姿肌源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79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秀黛美富勒烯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03
广州秀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茁美水光珍珠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珍珠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茁美水光珍珠凝胶+焕彩软膜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茶树冰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茶树冰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茶树冰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1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菲洛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13 广州伟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么那膜水感裸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17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艺师乌姜精华强韧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20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骄芙养护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养护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骄芙养护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WT.WAIMITI宫语密龄冻干粉+宫语密龄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24
广州依微肽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

茗诗柔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57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玫瑰纯露旅行装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58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玫瑰纯露旅行装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58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氨基酸莹亮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2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草完美氨基酸顺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3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4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6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水妍莹润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水妍莹润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 水妍莹润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修护保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68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御古方草本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2871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尼尔保湿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45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丝多蔓润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丝多蔓润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丝多蔓润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丝多蔓润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5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玫姿玫瑰琉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7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ZAN迪赞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90 广州市迪赞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姿收敛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19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创立美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0 广州嘉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邦草御颜 逆龄御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1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姿肌源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2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芝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蓝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宫佩细嫩紧肤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细嫩紧肤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细嫩紧肤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燕窝鱼子酱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燕窝鱼子酱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燕窝鱼子酱奢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贤妃 氨基酸亮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17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分源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2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活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28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缇芙兰活泉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0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玫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活泉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6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彦池白松露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7 广州彦池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3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氨基酸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40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缇芙兰洋甘菊活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42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伊玫姿 毛孔净透玉容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4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维婴儿护肤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52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甲院长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53
广州甲院长生物科技研究有
限公司

雪诗格小分子肽雪肌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63 广州态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筑芙洋甘菊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76 广州筑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活漾植萃滋润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7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诗格小分子肽奢宠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78 广州态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ISI Hair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ISI Hair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ISI Hair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UMH抚纹紧致立体挂耳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82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美润莱玫瑰花瓣精粹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86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净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净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净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紧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紧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紧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P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7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7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7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视黄醇多肽奢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P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9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9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P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299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珍堂水杨酸控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杨酸控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水杨酸控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1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1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1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ghtness HAIR COLORANT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0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源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5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5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源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5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曼娜肌肽柔润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56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玄采魔力胶原蛋白肽DIY丝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采魔力胶原蛋白肽DIY丝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玄采魔力胶原蛋白肽DIY丝柔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森美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383 广州赏秀电商有限公司
有Ta在黄金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23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有Ta在黄金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23 广州蔚来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IN轻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轻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轻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瑰愫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72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思黎浓情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79 广州雅瑞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芷束蜂胶顺滑柔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84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紧致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49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0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熙坊水润透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GE HAIR MASK  K3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3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3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1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8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8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HAIR MASK  K87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茶树控油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33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蛋白酶亮肤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37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之吻白藜芦醇焕颜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3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丽微兰多肽微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43
广州市蒂芬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雅诗炫彩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4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塑蓶美透明质酸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4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兰爱秋葵酵母角质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47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塑蓶美神经酰胺抗皱紧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51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玑雪多效滋润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52 广州维密科技有限公司

艾雨姿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雨姿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雨姿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5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萃谷舍降香男士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63 广州安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萃谷舍降香润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68 广州安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iFuQuan 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74 广州泰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园泉美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57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DIFEI·NIYA缔菲妮娅黄金焕颜凝胶软
膜+黄金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4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护透亮润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透亮润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透亮润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草本净痘清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70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3SONGS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9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3SONGS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9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3SONGS寡肽活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693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Farunfu法润芙视黄醇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08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妮芬Annifen英伦田园风情香水（英
国梨与小苍兰）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19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JAGYUKR 妆原盈润透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25
广东和平森蓓儿护肤科技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花蔓间宝宝牛奶嫩滑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蔓间宝宝牛奶嫩滑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蔓间宝宝牛奶嫩滑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奢华精粹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36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俊廷美二裂酵母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37
广州俊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新好韵奢华精粹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40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天新好韵奢华精粹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44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Farunfu法润芙视黄醇多肽抗皱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0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香雅莲露保湿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视黄醇多肽抗皱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6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NGJL梦际氨基酸净润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8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芝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5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runfu法润芙视黄醇多肽抗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0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runfu法润芙视黄醇多肽抗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3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叶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VC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VC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VC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美肌润肤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美肌润肤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美肌润肤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蝴蝶贵妇水光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蝴蝶贵妇水光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蝴蝶贵妇水光遮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7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山石素肌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84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SOZK百鸟朝凤国风持久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3786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柔滑光透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0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无暇净透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鹰嘴型浓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雨润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2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韩雅诗开运娃娃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空气感修护底妆套装-养肤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空气感修护底妆套装-修护遮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缇娜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弹润毛孔净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39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akura Lattice樱格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55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唤醒轻润持妆底妆套盒-轻润无
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6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态好 小分子肽植物精华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1 广州态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竹雪熊果苷鲜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千竹雪熊果苷鲜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千竹雪熊果苷鲜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玉雪缘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6
广州易佰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莹薄荷冰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薄荷冰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薄荷冰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竹雪蓝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千竹雪蓝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千竹雪蓝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2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闪闪星辰三色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5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伊美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冻干粉
套盒- 小分子逆龄多效立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米肌蜜光感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889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Rosetimes男士酷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1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omegranate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omegranate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omegranate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hemp leaf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hemp leaf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hemp leaf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apaya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apaya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papaya collag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海藻六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海藻六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海藻六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礼淑玫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64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礼淑玫胶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66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思莹花香润透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花香润透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花香润透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迷幻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迷幻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迷幻香水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礼淑玫薰衣草清爽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4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思莹薰衣草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薰衣草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莹薰衣草香体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7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月其时鎏金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84 广州其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87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88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3989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韩雅诗唤醒轻润持妆底妆套盒-轻润空
气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丝黛头部舒缓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丝黛头部舒缓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丝黛头部舒缓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丽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7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莲子胶原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子胶原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莲子胶原蛋白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0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唤醒轻润持妆底妆套盒-轻润清
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1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空气感修护底妆套装-水润隔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14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趣芝士柔嫩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30 广州国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诗琦雪肌紧致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43 广州洁妍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何住心多肽修护新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4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何住心多肽修护新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4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何住心多肽修护新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4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颜蔻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55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雅诗小提琴优雅持妆口红#428心动宝
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62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雅诗小提琴优雅持妆口红#425元气番
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7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莱姿逆龄肌密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7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蔓奢润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80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8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i惜蜜海洋净爽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89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90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草本素雅水妍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092
广州素雅科技研发中心（有
限合伙）

悦宝莱矿物保湿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04 广州依其贞爱贸易有限公司
韩雅诗小提琴优雅持妆口红#423人气小
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1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NSLF兰诗伦绯舒缓修护小青瓶美肌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15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華鳯堂养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18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紫金慕丝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21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鳯堂养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23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鳯堂舒畅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30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诗伦玻尿酸双重补水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31
广州冬木宏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鳯堂舒畅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36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草保典草本轻盈套-草本舒缓调理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44 广州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俊廷美神经酰胺男士劲能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55
广州俊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淼熙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56
聚淼熙（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都玛丽DOUMALI眼部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72 广州都玛贸易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草保典草本轻盈套-草本轻姿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199 广州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清爽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清爽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清爽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清爽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0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月月爱多效修护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Sakura Lattice樱格多肽修护冻干粉+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3 广州韵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沁透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28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龄达多肽修护精华粉+多肽修护滋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32
广州柏龄达健康美容连锁有
限公司

XGMT鑫格美婷氨基酸发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3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施谛郦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44 广州瑞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0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2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2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魅力何首乌滋养细芯眉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2 广州市果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5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菲曲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菲曲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菲曲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施兰妮绿茶保湿隔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7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施兰妮绿茶保湿隔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7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03经典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68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涵之心氨基酸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74
广州蕴涵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芷束小苍兰水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1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沁润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沁润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沁润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芙语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87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按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按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按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29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舒体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舒体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百秘奇秀舒体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0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雪莲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伶尔 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伶尔 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伶尔 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1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2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贝芙语塑颜润肤冻干粉+贝芙语塑颜润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34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耶焕颜生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3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耶焕颜生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3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耶焕颜生物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35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花期源泉嫩肤冻干粉+源泉嫩肤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40
广州市暨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颜悦色童颜水光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53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沁沂无患子儿童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57 广州三发日用品有限公司
DAIYUFEEN黛羽妃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58 广州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调理师节气尊享套(百原芭茵
液+安原芭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7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淼熙焕颜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85
聚淼熙（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欣选集逆时光原液肽塑颜组合-逆龄紧
致肽原素+逆龄紧致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387
广州欣选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草保典草本紧致套-臻萃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24 广州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佗马油手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7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坊诗氨基酸桃花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坊诗氨基酸桃花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坊诗氨基酸桃花泡泡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4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茵蔓鲨鱼三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76 广州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7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美颜原液3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8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舒肌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8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安肤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48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2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2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香水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2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那么那膜遮瑕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28
广州汉慕合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亮颜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亮颜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亮颜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珍珠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珍珠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珍珠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1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信优品天然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竹炭净透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竹炭净透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竹炭净透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信优品芦荟滋润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48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必盛源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必盛源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必盛源润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后蜜桃酸奶莹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61 广州珠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宫强韧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75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帅薇修护美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79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美韵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恒湘精萃奢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1 广州粤恒湘商贸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水分缘润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水分缘润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佳人 水分缘润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5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细致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细致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细致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积雪草优肤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3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仙人掌倍润补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丽缘舒芯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舒芯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舒芯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0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雪莲水漾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水漾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水漾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莲水漾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芷束青柠舒爽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622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舍美季咖啡因亮眼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30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舍美季紫苏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47 广州华海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缔美烟酰胺花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50
广州市雅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姝萱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萱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精萃平衡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70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双尚科技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瓷芊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8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瓷芊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8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瓷芊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8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以瓷芊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84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丽臻媛焕彩美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89
广州益美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彩姿莱驻颜积雪草精华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96
彩姿莱（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芷束燕麦臻奢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98 广州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毛孔净透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79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肌透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肌透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肌透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力修护水润润唇膏-柠檬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1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水茵子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1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茵子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1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茵子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1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茵子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1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CHON精润高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22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肽之吻白藜芦醇透亮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2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集星闪银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29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质女人肩部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3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泡泡吻潮范变妆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50 广州沁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萃谷舍降香男士溯颜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54 广州安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舒妍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56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萃谷舍降香至美溯颜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57 广州安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氨基酸绵羊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6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氨基酸绵羊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6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氨基酸绵羊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6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氨基酸绵羊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6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玛绒雾精灵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64
广州雪贝儿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吉欧利源泉嫩肤冻干粉+源泉嫩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1
广州市暨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月球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月球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月球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植缘莹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7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8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8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8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88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柔润母菊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柔润母菊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柔润母菊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柔润母菊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红石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红石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红石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红石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村荟美蜂浆亮肤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7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臻兰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臻兰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臻兰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活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899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0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0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0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多肽雪花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0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青春焕发祛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06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噹噹呜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妮芬Annifen  英伦田园风情香水
（青柠罗勒与柑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21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芬Annifen 英伦田园风情香水（橙
花）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22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芬Annifen 英伦田园风情香水（蓝
风铃）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23 广州贵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NI YANG DAO泥养道泥仆艾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24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阅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36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阅小分子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37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娇阅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38
广东千姿颜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64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修护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65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之优礼玫瑰润养柔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66 广州祎润商贸有限公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肌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67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积雪草B5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69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70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72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珀雅瓷肌焕彩臻颜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74 广州婉美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秘草草本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秘草草本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秘草草本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 肌透修护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肌透修护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肌透修护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499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雨姿轻盈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雨姿轻盈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雨姿轻盈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0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绷带清洁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绷带清洁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绷带清洁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1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礼淑玫冰晶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1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OUZIKOU樱花粉透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4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瑾明眸亮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5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ZIKOU玻尿酸水润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童颜冻干粉+多肽赋活
童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童颜冻干粉+多肽赋活
童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童颜冻干粉+多肽赋活
童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2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氢密码 清爽润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32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养精华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35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F.R.C珍珠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36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芙语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38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源水润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4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男士清透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男士清透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雅妆男士清透遮瑕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肩颈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44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芙语锦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79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瑾紧致润颜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082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黑金至臻苹果干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黑金至臻苹果干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童颜修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1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蓝铜胜肽补水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YMRMCE焕颜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20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媞沐肩颈保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21 广州谷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MRMCE凝时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23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MRMCE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25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首佰御平衡养发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26
九德（广州）大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瞳妮美瓷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3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PIRMESO水润冻干粉+水润溶媒液+水润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2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4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荟姿悦妍植物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姿悦妍植物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姿悦妍植物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人参阿胶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人参阿胶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皇姿约人参阿胶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润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润柔顺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雅词猫爪萌宠嫩滑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5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美肌草本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62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cki mendy牛奶蜂蜜滋养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63 广州嘉恒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修护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65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EPHENA BEAUTE SHINE COLORFUL CREAM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PHENA BEAUTE SHINE COLORFUL CREAM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EPHENA BEAUTE SHINE COLORFUL CREAM 
8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2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济堂紧肤塑造套组-妃济堂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Color ARGAN OIL COLORANT 120ml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6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Color ARGAN OIL COLORANT 120ml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6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Color ARGAN OIL COLORANT 120ml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86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妃净美紧肤塑造套组-妃净美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96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奢宠靓颜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197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弹润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4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明梦湳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梦湳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梦湳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RMESO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6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7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08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水润清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10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草完美氨基酸多效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27 广州芳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面若桃花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3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金盏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34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必盛源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必盛源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必盛源毛发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暨妍美紧润焕颜冻干粉+紧润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50 广州晗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IRMESO紧致冻干粉+紧致溶媒液+紧致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70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缇丝经典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71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RMESO逆龄冻干粉+逆龄溶媒液+逆龄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72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嫩肤冻干粉+嫩肤溶媒液+嫩肤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73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RMESO奢宠靓颜冻干粉+奢宠靓颜溶媒
液+奢宠靓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276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殿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殿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殿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0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蕊焕颜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蕊焕颜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荷蕊焕颜水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AS CHARMING FACE 晶透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晶透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晶透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典娅黑美人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36
广州佰琳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兰歌清风一族塑型奇趣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83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RMESO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89
广州碧荷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SU芦荟氨基酸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芦荟氨基酸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芦荟氨基酸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逢晨润色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397
广州润色医疗美容诊所有限
公司

维斯塔清新舒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16
广州维斯塔香氛科技有限公
司

韩雅诗小提琴黑钻双色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2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斯塔醒肤冰爽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25
广州维斯塔香氛科技有限公
司

雅梵纳润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雅梵纳润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雅梵纳润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优肌源玫瑰双效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双效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双效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记凝润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记凝润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记凝润水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桃花蜜乳+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5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博郦人尊道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61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丝域氨基酸牛油果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76 广州协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纽星通婴儿保湿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80
纽星通（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欧雅驰丝滑魅力蓝宝石口红812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86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驰丝滑魅力蓝宝石口红813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90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驰丝滑魅力蓝宝石口红814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94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密罗木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95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雅驰丝滑魅力蓝宝石口红815 粤G妆网备字2020185498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驰丝滑魅为蓝宝石口红816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01 广州市雅秀科技有限公司

桃初红草本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0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草本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0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草本植物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0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U.YI尤一流光溢彩水漾唇釉套装03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11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流光溢彩水漾唇釉套装02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14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流光溢彩水漾唇釉套装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1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芝堂草本焕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绘里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52 广州羽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富勒烯胎盘素紧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富勒烯胎盘素紧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富勒烯胎盘素紧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 美肌草本靓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64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绘里功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5566 广州羽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伦恩--焕亮丝滑精油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16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揽星行星系列土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土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土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17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伶尔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伶尔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伶尔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揽星行星系列火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火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火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4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木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木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木星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梵尔蛋白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27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毛孔清洁护理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3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huang媚皇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39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梵尔艾菊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40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何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4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蒲葵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5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紧致修护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56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川昊爱草本泥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香世蓝铜肽亮颜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8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一灵珑妙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灵珑妙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灵珑妙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9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YAOESSENCE颐养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5694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刮刮透嫩按摩凝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刮刮透嫩按摩凝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刮刮透嫩按摩凝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0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玫尼多肽静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23
广州欧玫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至臻金钻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5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精庄金颜姬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57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熙儿玻尿酸深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71
广州佳熙儿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焕活养肤精华乳+上帝之媒晶
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79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牛油果弹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79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迷秀海藻补水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18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千江水月修护舒缓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33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kailijumei轻柔清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36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轻柔清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36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轻柔清透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36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秀丝植萃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49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儿幼益生元水嫩温和泡沫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65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维妮七子白焕肤玉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白焕肤玉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七子白焕肤玉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佰御秀发养护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0
九德（广州）大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紧致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紧致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紧致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2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梵尔清爽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4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赞艾叶清爽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85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梦丽媛玫瑰琉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玫瑰琉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玫瑰琉璃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8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揽星行星系列海王星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0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海王星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0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揽星行星系列海王星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05
广州克里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VISWEET  烟酰胺蓬松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06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迩宾玫瑰花苞水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08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芮佳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冠小屋持妆护色口红定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2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肌秘时光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34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沁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庄金颜姬美颜植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5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6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雪绒花瓷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4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精庄金颜姬毛孔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0 广州精庄金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玳奷柔HARBINGER CHOICE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LUMP COLOR CHANGING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LUMP COLOR CHANGING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LUMP COLOR CHANGING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59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玛嘟嘟鸟唇膏 103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85
广州市安如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ggoln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89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桃花蜜乳+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9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香世蓝铜肽亮颜净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92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感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感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感滋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59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后记清植水感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记清植水感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记清植水感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玫瑰补水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3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仁和芦荟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4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仁和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5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仁和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6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BYS柔雾哑光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7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BYS柔雾哑光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18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透亮润肤清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21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XGMT鑫格美婷修护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31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博芙宓玫瑰补水亮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35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芙宓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38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芙宓烟酰胺嫩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39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蒲京活炭酵素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6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炭酵素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6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蒲京活炭酵素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6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若龄佰草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06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椰子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椰子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椰子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寰太钰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9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发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9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IN发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9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IN发立柔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19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新靓琪活漾补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04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焕然保湿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28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感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紧致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紧致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芮佳紧致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3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氢密码 光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44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珍珠紧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6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71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靓明多效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3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植海藻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海藻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海藻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楽研源气赋活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楽研源气赋活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楽研源气赋活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299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佰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0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养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09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 YANG DAO泥养道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17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兴 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18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六胜肽美肤亮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2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六胜肽美肤亮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2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苾丽玉孜六胜肽美肤亮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2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本植萃草本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33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桃初红草本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草本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桃初红草本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34
广州市白云区激至精细化工
厂

昊妍堂腹部御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37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昊妍堂女人花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43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若龄养护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0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益清舒畅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5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昊妍堂粉润娇嫩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56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昊妍堂御清舒畅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60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昊妍堂畅爽清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69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肩部畅爽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89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寰太水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90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奈诗多效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奈诗多效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奈诗多效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9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颜美水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399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0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驻颜修护套-驻颜多效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1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焕然蜗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18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焕然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22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伊草本植物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25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左香烟酰胺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富勒烯美肌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41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天肌淳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59 广州玖生活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玻尿酸补水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臻媛焕彩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66
广州益美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ITH BROWN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7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祛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81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愈初羊胎素修护冻干粉+弹嫩靓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8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愈初羊胎素修护冻干粉+弹嫩靓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8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愈初羊胎素修护冻干粉+弹嫩靓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8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玥烟酰胺维C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493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媞金盏花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43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薇娜草本植萃洗发水（滋养去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54 广州九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之馨草本热敷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之馨草本热敷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之馨草本热敷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之馨草本热敷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蜜焕然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69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颜美多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71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竹炭罗勒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7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焕然柔肤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7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妆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75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FNFEEL梵芙黄金焕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81 广州梵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蜜焕然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9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笛 脸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9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笛 脸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9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笛 脸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9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鱼颜月蜂浆双萃奢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598
广州市白月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凝时抗皱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妍植薏仁保湿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47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薏仁保湿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47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薏仁保湿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47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绿豆泥浆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58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乐佳妍胶原蛋白赋活肌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80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米丝芭莉氨基酸丝滑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85 广州蔻可商贸有限公司
与妃水润美肤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88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素妍多肽舒缓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SGALAN雅施嘉兰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舒缓修护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丽多CLD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1
广州蔚莱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媚资时光逆龄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3 广州丹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轻柔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695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亚玛迪清透水雾丝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07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颜美柔韧紧实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10 广州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猪侠鲜牛奶儿童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18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19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淳植物生姜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20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nSinea乙基VC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乙基VC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nSinea乙基VC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CCOR美颜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76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清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83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韵优润骨胶原小黄裙特润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84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多肽氨基酸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9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多肽氨基酸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9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多肽氨基酸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9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儿普思婴儿多肽氨基酸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79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龙血桃色菁粹弹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龙血桃色菁粹弹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龙血桃色菁粹弹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CCOR美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08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一灵珑妙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灵珑妙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一灵珑妙音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奈雅舒缓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舒缓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舒缓草本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雅居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23 广州淞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鱼子酱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35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恋舒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46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5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nePim精致塑颜舒爽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63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仕茗氨基酸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67 广州乐仕茗商贸有限公司
瞳妮美瓷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6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水感润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80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诺颜润颜幼龄亲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8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焕颜草本面膜+焕颜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91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東櫻秀芝DONGYINGXIUZHI雪颜冰肌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9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東櫻秀芝DONGYINGXIUZHI雪颜冰肌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9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東櫻秀芝DONGYINGXIUZHI雪颜冰肌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92
广州市希拉利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颜悦色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895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泰多肽修护因子冻干粉+修护冻干粉
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00 广州东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SOZK茶油营养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24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金黄焕肤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2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金黄焕肤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2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金黄焕肤水光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2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DRICLOR密罗木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3
广州市森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珂曼欧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皙萃小分子玻尿酸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皙萃小分子玻尿酸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皙萃小分子玻尿酸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3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弟富勒烯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0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云之品彝素琥珀祛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6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6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6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3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4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4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4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7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7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7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28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28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028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6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5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5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心动唇膏805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玛嘟嘟鸟唇膏 1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4
广州市安如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铂颜鱼子酱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铂颜鱼子酱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铂颜鱼子酱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玛嘟嘟鸟唇膏 102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6
广州市安如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山羊奶樱花祛角质嫩滑保
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山羊奶樱花祛角质嫩滑保
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山羊奶樱花祛角质嫩滑保
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5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面膜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净澈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净澈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臻颜净澈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yacki mendy乳木果去角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7 广州嘉恒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靓琪珍珠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69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小冰块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2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淳叶CHUNYE桃花凝润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5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余几鱼子酱时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娆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娆蓝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胖胖鼠水光焕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胖胖鼠水光焕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胖胖鼠水光焕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素妍多肽赋活原浆 粤G妆网备字20201869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LALIZ轻彩粉底膏03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0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粉底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1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粉底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1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护氨基酸鸸鹋头皮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46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SUALSOCE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6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UALSOCE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6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UALSOCE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6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UALSOCE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6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泊泉雅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酷爽活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南妍科童颜肌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79
暨楠妍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棘田嘉品沙棘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棘田嘉品沙棘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棘田嘉品沙棘净化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3#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3#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清透修颜隔离霜（03#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870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靓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0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思黎浓情玫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09 广州雅瑞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迩宾植萃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12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谷堂艾草原液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3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谷堂艾草原液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3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谷堂艾草原液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3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净美紧肤塑造套组-妃净美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41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深层清洁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深层清洁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氨基酸深层清洁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4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鳯堂温享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54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修颜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6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修颜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6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修颜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6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青春密语冻干粉II型+青春密语
溶媒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66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MELCROWN净爽深层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76
广州极限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CAMELCROWN小麦肤健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77
广州极限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芸妆乳木果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83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娇妍玳芙紧致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8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多效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9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多效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9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多效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9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多效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9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籍玻尿酸冻干粉保湿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198 广州妆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妆清怡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03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济堂紧肤塑造套组-妃济堂紧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04
广州慈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娜璐烟酰胺温和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08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妆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14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果酸精华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25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福尼亚奥氏海藻精华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福尼亚奥氏海藻精华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福尼亚奥氏海藻精华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妆丝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41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蓝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49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熊果苷水嫩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67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泰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68 广州东宏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白蔷薇青春密语冻干粉I型+青春密语溶
媒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7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百合青春密语冻干粉II型+青春密语
溶媒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7277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梵尔清爽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0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妆水解蚕丝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18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樱花晶钻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樱花晶钻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烟酰胺樱花晶钻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梅兰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氨基酸净透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3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淳叶CHUNYE植物酵素晶润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42
广州市瑞美洁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4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tu瓷兔水光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65 广州纤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6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6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平素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6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百合青春密语冻干粉I型+青春密语溶
媒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1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凝颜净润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淑蔓本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蔓本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 VC草莓慕斯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4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春娆蓝铜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5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梦幻少女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64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鳯堂温享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65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雅泉众盛植萃平衡调理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71 广州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蓓康宝宝护肤植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75 广州贝康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77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zin星光凝萃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480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会员节气尊享套 （百和草本液+安
和草本液+青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0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碧媞苹果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14
广州三兄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碧媞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15
广州三兄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碧媞乳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18
广州三兄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色光采无暇气垫CC霜（C25#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23 广州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清痘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26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28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33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闪靓明多效弹润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48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r Bee 空气雾丝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49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龄草本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4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酱酵母倍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酱酵母倍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鱼子酱酵母倍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小冰块高光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590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撕拉清肤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撕拉清肤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撕拉清肤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靓明多效弹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09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润粉嫩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瑄惠风日暄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瑄惠风日暄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瑄惠风日暄9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美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得喜童颜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662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珍堂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7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7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77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惑玩色炫彩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67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靓明多效弹润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78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色因益生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色因益生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色因益生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8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瑾秀缇心悦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90 广州瑾颐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多肽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多肽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多肽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瑾秀缇挚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7993 广州瑾颐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CCOR洋甘菊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03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滢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04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0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视黄醇明眸淡纹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视黄醇明眸淡纹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视黄醇明眸淡纹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蜂胶遮瑕美颜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蜂胶遮瑕美颜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蜂胶遮瑕美颜BB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多肽凝时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多肽凝时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多肽凝时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烟酰胺八胜肽修护冻干粉+
海藻多糖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烟酰胺八胜肽修护冻干粉+
海藻多糖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烟酰胺八胜肽修护冻干粉+
海藻多糖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云母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云母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云母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墨藻焕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墨藻焕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墨藻焕肤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酵母净透温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酵母净透温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星海时光酵母净透温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草本舒养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5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TALU丽塔露氨基酸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6 广州丽塔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闪靓明多效弹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68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闪靓明多效舒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73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康德美纳米黄金多重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096
广东安康德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tzzi爱姬水光精华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02
佳乐宝（广东）实业有限公
司

蒂诗颜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SKIN CARE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SKIN CARE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DIK SKIN CARE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之美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36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金箔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2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FRANCERON能量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能量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能量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栢姿水凝轻透靓肤套-水凝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诺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58 广州昕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之美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72 广州汉乾贸易有限公司
植碧泉贵妇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196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昊妍堂 美韵御方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00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以色光采无暇气垫CC霜（C30#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10 广州展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帅薇 修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15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美域芊盈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羊胎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羊胎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羊胎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2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妤婕皙颜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36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娜娜细致毛孔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细致毛孔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细致毛孔嫩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紧致
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紧致
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紧致
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青春神经酰胺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85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RN泡肤焕颜晚安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88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天馨兰玻色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90 广州屹峰商贸有限公司
U.YI尤一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冬虫夏草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妆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295 广州市柏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驻颜修护套-驻颜紧肤冻干粉+多
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1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三岁酒糟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15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花栢姿水凝轻透靓肤套-水凝舒缓养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25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美肌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27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秀樱花滋养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28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亿秀樱花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33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DAY FOR NIGHT 弦月初生魅眸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34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保湿修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37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妆姬秀植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3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4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漫妆臻颜花精萃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臻颜花精萃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臻颜花精萃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妆姬秀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52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5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亿秀樱花水感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368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GALAN雅施嘉兰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1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瑾秀缇悬浮流沙系列香水灵韵飞舞流
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3 广州瑾颐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茵蔓视黄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4 广州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莎新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39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洋甘菊特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洋甘菊特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洋甘菊特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城名媛草本臻养养护套-草本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覺氨基酸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67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盈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盈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美肌盈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如初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如初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如初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8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Ⅶ净澈控油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86
广州拾叁幺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沐兮华颜柔润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87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焕然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498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唯斯如初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如初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唯斯如初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恣曼舞胸部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20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蓝铜胜肽臻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蓝铜胜肽臻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蓝铜胜肽臻颜补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韵芦荟净爽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5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VC糖苷补水提亮安瓶精
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晶莹调理冻干粉+
晶莹调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51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四季康妍秀丝氨基酸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52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护氨基酸鸸鹋头皮舒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65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植碧泉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69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TALU丽塔露氨基酸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82 广州丽塔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绵羊油多效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绵羊油多效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绵羊油多效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咔哇依婴儿绵羊油多效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592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弱酸性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弱酸性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弱酸性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EACCOR防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14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晒丽媄光感多肽粉+光感多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17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轩贝儿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23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波罗丝肽氨基酸滢润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27
广州市阿波罗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鲵蛋白酶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1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三部曲套盒-斯母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虾青素鱼子酱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虾青素鱼子酱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虾青素鱼子酱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凝润弹嫩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凝润弹嫩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凝润弹嫩按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院长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院长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院长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56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卿大夫人参草本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大夫人参草本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大夫人参草本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5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R氨基酸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61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APAI多效焕采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多效焕采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PAI多效焕采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畅妤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83
锦绣畅妤（广州）日化科技
有限公司

VIVISWEET烟酰胺美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697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TALU丽塔露氨基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708 广州丽塔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717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晶莹修护胶原蛋白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732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暨大小魔盒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47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美莎复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49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SinePim精致塑颜洁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63
广州市环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瑾秀缇悬浮流沙系列香水橘光溢彩流
沙金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68 广州瑾颐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瑾秀缇悬浮流沙系列香水缥缈之旅流
沙蓝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69 广州瑾颐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贝儿银离子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70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知初丹参清润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899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面狐狸胶原紧致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02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尚旬滋养柔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04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沙公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33 广州唯亚贸易有限公司
VanSerys依克多因肌肤修护冻干粉+依
克多因肌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38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狐阁俊博寡肽冻干粉亮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49 广州妆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兮华颜柔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55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7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斯缇拉茶树祛痘冻干粉+茶树祛痘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71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易颜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8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缇拉奢宠多肽紧致冻干粉+奢宠多肽
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8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9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9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9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尚旬保湿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9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信护氨基酸鸸鹋头皮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8994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燕窝亮彩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07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易颜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0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净颜玻尿酸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2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冠群芳臻颜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2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2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2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YMRMCE凝时紧提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31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MRMCE焕颜冻龄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35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Serys二裂酵母逆龄冻干粉+二裂酵
母逆龄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36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魔法多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46 广州市禾兰芝贸易有限公司
尊莹氨基酸茉莉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4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贝儿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54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贝儿多效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57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贝儿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58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o.gel绯欧甲油胶 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0 广州彩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F.R.C轻透丝滑蜜粉饼透明微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1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o.gel绯欧甲油胶 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3 广州彩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6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7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7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御美翠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7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暨铂妍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93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094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SJIE娇诗婕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01
广州娇倩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妮奥多肽VC焕颜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02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1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烁草 去屑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16 广州柔森商贸有限公司
悦香世蓝铜肽亮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2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烁草 头皮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59 广州柔森商贸有限公司
ALN薇酶美肌冻干粉+薇酶美肌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70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7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85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1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姬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07
广州市西晓美昕贸易有限公
司

乐佳妍植萃焕活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13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22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沐妆媛焕颜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28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UN PROTECTION  FS8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UN PROTECTION  FS8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UN PROTECTION  FS801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4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诗秀人参滋养强韧健发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56 广州优滋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雪肌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5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珍珀ZHENBO密集肌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密集肌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密集肌活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279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闪靓明臻颜焕采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08 广州家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美肌草本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21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兰诗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32
广州市馥兰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馥兰诗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41
广州市馥兰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蒂尔赋活胜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42
广州方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斯达微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43
广州品斯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SHA悠莎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5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HA悠莎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5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HA悠莎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5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恣曼舞胸部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2
广州德缔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曼欧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雅泉众盛植萃舒缓修护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5 广州众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猫爪可爱倍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6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芙密码草本舒缓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378
广州广粤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魅妍肌烟酰胺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09
广州市纳然美化妆品开发有
限公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1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4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叙胶原蛋白水润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449 广州宜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竹炭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0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保湿修颜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保湿修颜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保湿修颜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栢姿水凝轻透靓肤套-水凝滋养啫喱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3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焕颜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焕颜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焕颜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欧曼 植萃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2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巧克力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S完美持久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46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BYS多效运动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47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唯尔思康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51
广东唯尔思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Roudi柔缔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柔缔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柔缔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晒丽媄 焕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72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晒丽媄光感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582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倾熙妍富勒烯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01 广东美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亮颜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27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鑫瑞植蔻肩颈润养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37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芊姿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4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瑞植蔻肩颈润养一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42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净透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5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净透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5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净透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5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千世颜夏威夷赋活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60
广州美力盛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城市花匠持妆遮盖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62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海漾之谜美颜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79
广州美御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UOCHUN拓纯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82 广州南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BONTE诗柏特珍珠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691 广州美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3#呛口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00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穿云堂首乌润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16
广州市穿云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雯欣彤紫苏舒缓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26 广州欣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蕊爱滋养六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28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蔻芦荟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34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NA温泉氨基酸舒颜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38 广州琵熹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凯曼桃胶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39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后美福养十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41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毛孔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毛孔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轻盈毛孔细致修护套
+ MY·BEAUTY FACE细致毛孔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CTSM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55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樱美遇奢宠臻亮修护冻干粉套组奢宠
臻亮修护冻干粉+奢宠臻亮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73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迷雾森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79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褒罗纤连蛋白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0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噹噹呜加火玛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1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火玛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1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火玛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1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噹噹呜加火玛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1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穿云堂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22
广州市穿云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lma海洋之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4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ORIO米澳拉多效合一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57
米澳拉（广州）品牌管理有
限公司

昕诺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64 广州昕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漾深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6#禁忌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7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5#含羞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8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4#宠溺红糖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79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2#多汁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80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叶诱瑟小胖丁黄金蜗牛精华奢润口红
01#暖暖杏仁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81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丽娅美肤靓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9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水润凝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89899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丝柔焕采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微蓝润透奇迹水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晶透雪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优肌源多肽修护冻干粉＋优肌源修护保
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肽修护冻干粉＋优肌源修护保
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多肽修护冻干粉＋优肌源修护保
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比格妃多效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31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闪赞艾叶滋养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37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瑾福康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39 广州市瑾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花源美养九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4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花源美养九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49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裸感空气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56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益生菌抗初老精华露+抗初老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益生菌抗初老精华露+抗初老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益生菌抗初老精华露+抗初老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5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舒畅能量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6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平衡养护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62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轻盈养护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6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焕颜嫩肤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6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腰部舒养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6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女人欣悦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72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爱慕莉尔水蛭素冻干粉+水蛭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81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后美福养十一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89985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08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齐雨萱润彩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22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甘丹清养三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3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甘丹清养三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42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马鞭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马鞭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马鞭草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肌肽蜂窝紧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肌肽蜂窝紧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黄金肌肽蜂窝紧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舒馨调理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2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E'.NRUSHI恩如氏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4 广州美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CTSM多肽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5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TNRSEAS丝感垂顺丝宝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丝感垂顺丝宝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KETNRSEAS丝感垂顺丝宝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69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丽娅靓肤焕颜人参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70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幼龄润纹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7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诺颜焕颜媚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7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传颜臻艾植润秀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08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穿云堂首乌润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30
广州市穿云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森姬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31 广州尊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顶熙积雪草植萃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积雪草植萃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积雪草植萃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7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7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臻颜精粹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7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女王系列双头哑光唇釉口红
组合-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84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瑟沁润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沁润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沁润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艾伊缘魅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89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国信优品橄榄润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96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国信优品维生素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198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秀樱花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14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鹊柔美眸流盼十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25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巢醉花因蝶恋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62 广州凰巢贸易有限公司
瑞佩尔液态净透赋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68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69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2#辣椒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70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3#开运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74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4#浆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81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5#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82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6#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84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畅妤富勒烯女神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87
锦绣畅妤（广州）日化科技
有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7#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89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丝达舒 草本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0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8#葡萄酒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1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09#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2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爱秀诱惑倾心密语雾感唇膏组合雾感
10#蜜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4
广州市聚然天城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拍拍颈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拍拍颈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拍拍颈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传颜臻艾植润头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298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妤婕多肽赋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06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太极智美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24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暨铂妍臻养嫩肤冻干粉+暨铂妍臻养嫩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25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净爽柔护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2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传颜臻艾植润肌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3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铂妍臻养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36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途锦簇翠羽彩妆礼盒羽菲翩然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44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绯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77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华美韵焕颜素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94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焕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395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02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0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0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0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0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罗拉虾青素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20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最红顔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21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武雨草本植萃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28
广州国医国际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顾姿蔓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珮深海蛋白多效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4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爽怡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清畅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清畅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清畅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奢宠精粹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49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美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50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ACCOR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54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素颜女神原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57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5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素颜女神原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6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素颜女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81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赋活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8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赋活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84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核心肽抗衰滋养冻干粉+核心肽抗衰滋
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88
核心肽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核心肽抗皱亮肤冻干粉+核心肽抗皱亮
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90
核心肽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昊妍堂腰部御养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491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与妃奢宠精粹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3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美颜焕彩CC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5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芬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6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吾资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0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帛塑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11 广州蕾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奢宠精粹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12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美肌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13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砍刀立体雾眉笔 
03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6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百佳席小平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百佳席小平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百佳席小平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雪莲花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70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1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百佳席小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百佳席小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百佳席小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8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姿娜妈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姿娜妈净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萧老师纤秀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萧老师纤秀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萧老师纤秀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焕颜幼龄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诺颜胶原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59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纯天华嫩肤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11
广州市纯天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珮深海蛋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12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砍刀立体雾眉笔 
02浅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1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深海盐雪肌身体乳（水洗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19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金箔奢宠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20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鱼颜月活肤泡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29
广州市白月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太极智美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3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山茶花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53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柔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6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渺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92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彩瑄净颜轻薄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瑄净颜轻薄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瑄净颜轻薄单色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06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0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0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0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调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0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5粉面
含春）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5粉面
含春）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5粉面
含春）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2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积雪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59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笙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1#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1#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水凝美肌滋养隔离霜（1#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SU传明酸鱼子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诺神经酰胺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0795 广州昕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太极智美焕颜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01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曲仙毛发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1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姿萊驻颜积雪草精华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13
彩姿莱（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玫姿水分源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6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葡聚糖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6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美姬葡聚糖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6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怡玫瑰养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73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Age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77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臻艾伊缘魅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84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校花秘语蜗牛精华水嫩保湿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87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佐格富勒烯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富勒烯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富勒烯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89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太极智美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02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天馨兰玻色因修护冻干粉+玻色因焕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19 广州屹峰商贸有限公司

冷基多肽香芬洗发露[控油洁净丝滑]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24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虾青素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富勒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薰衣草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薰衣草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薰衣草滋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姬鱼子精华焕颜多效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4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美姬鱼子精华焕颜多效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46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億米植萃精华护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61 广州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SHI研诗柔丝奢宠雕花口红（血橙色
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63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净畅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净畅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净畅活力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扬暮光云雾丝绒唇釉 M107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氛润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氛润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倩香氛润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77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俊廷美水光小核酸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2
广州俊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水秀女神约会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6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激靓浓密泡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激靓浓密泡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激靓浓密泡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09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精粹能量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08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铂妍修护冻干粉+暨铂妍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3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水秀女神约会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4
广州妙贵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宴女王胶原青春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芮蔻燕窝肽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40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仙艾草舒畅滚珠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6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美肌舒缓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66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7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EJIYAN乐肌颜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79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丽美肌膜丽美肌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膜丽美肌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膜丽美肌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蜜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092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水杨酸冰淇淋面膜（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水杨酸冰淇淋面膜（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水杨酸冰淇淋面膜（新升级）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0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丽美肌烟酰胺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烟酰胺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烟酰胺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享立美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6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SALMA绒雾定妆蜜粉饼 03#透明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8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绒雾定妆蜜粉饼 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1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绒雾定妆蜜粉饼 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0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NSA山羊奶水感倍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3 广州撒豆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皓净颜雪润焕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30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雪润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36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花茜茜芦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37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享立美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40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净颜雪润玉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47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0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蓝铜肽修护冻干粉+皓净颜蓝铜
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2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颜泽如妃紧致定格粉露+银耳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紧致定格粉露+银耳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紧致定格粉露+银耳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微晶囊海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微晶囊海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微晶囊海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玫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玫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玫瑰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5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多元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6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多元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6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泽如妃多元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6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ECHS Keratin 0+ PROTEIN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6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闪耀星沙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7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姿鳄鱼油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79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臣施涅槃系列能量皂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19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臻颜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0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掌门黄金肽焕肤活氧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14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1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1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2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1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3卡奇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2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2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5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2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姈还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27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植碧泉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0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雅麗莎灵艳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6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39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小苍兰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小苍兰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小苍兰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觉蔷薇皇后芳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45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5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水润美肤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61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泉韵美清雅头部护理套-清雅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7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奢享月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益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益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益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辰柚舒缓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29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圣玉瓷肌美肤套-盈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05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颜圣玉瓷肌净颜套-瓷肌亮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12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奢享月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腹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2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瓷肌净颜套-瓷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28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奢享月活力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活力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活力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3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圣玉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41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 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仙美肤紧致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3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VNAIZ男士粉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5
冈田（广州）日用品有限公
司

颜圣玉瓷肌美肤套-盈亮美肌粉+盈润美
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7 广州市颜圣玉美容有限公司

奢享月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清透洁净绿泥膜+泊泉雅滋润补
水黄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透洁净绿泥膜+泊泉雅滋润补
水黄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透洁净绿泥膜+泊泉雅滋润补
水黄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享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涵畅活力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3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玉容养肤轻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玉容养肤轻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玉容养肤轻润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瑄堂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瑄堂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瑄堂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0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水润美肤清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0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SUAL SOURCE Hyaluronic Acid 
Secrum Hydration&Anti-wrinkle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UAL SOURCE Polypeptide Secrum 
Repair&Anti-wrinkle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润芙持妆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32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雪莲娇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雪莲娇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雪莲娇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天涂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3 广州叁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神经酰胺胶原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orheal净润幽柔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净润幽柔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净润幽柔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樱花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樱花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樱花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水+椰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水+椰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椰奶养肤水+椰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铂妍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55 广州暨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YOUB 益生元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461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IKIYA HYALURONIC ACID HEAVY 
CONCENTRATED SIGLE USE HA AQUA 
STOSTE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0 广州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SUAL SOURCE Ceramide Secrum 
Anti-aging&Moisturiz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源虾青素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虾青素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虾青素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达人芦荟精华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08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花田花园凡士林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19 广州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海尔诗光果甘草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28
广州聚宝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瑞优品玫瑰精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93 广州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蔻净透嫩滑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1596 广州卓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芈小白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芈小白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芈小白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多肽弹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多肽弹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多肽弹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蓝莹姿积雪草水弹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18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蓝莹姿积雪草净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20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雅娜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21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蓝莹姿积雪草弹力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29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丽二裂酵母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30 广州海菲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仪魅纤姿润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35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1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祖慈通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膜丽美肌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4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伊莲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5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伊莲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5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苏伊莲虾青素小安瓶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5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SIGIOR熙格 抗皱紧致眼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61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植萃臻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植萃臻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YBERSTAR.WISH植萃臻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逸娜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6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七植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七植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七植修护冻干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7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玥蜂蜡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679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山茶花柔雾空气唇
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39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养天下净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46 广州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天下多肽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48 广州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侬蓓美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3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泽美业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雅泽美业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雅泽美业一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润颜幼龄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5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山茶花柔雾空气唇
釉04

粤G妆网备字2020191763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发舒堂辣木籽祛屑止痒多效植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15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棣华九品芝麻官逆时光年轻美发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3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棣华九品芝麻官逆时光年轻美发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3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棣华九品芝麻官逆时光年轻美发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31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cuzin萃植精水润亮泽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42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海尔星星蛋白质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  螺旋藻滋养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4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海葡萄玻尿酸凝水保湿安瓶精
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5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黄金 凝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62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龟胶雪莲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龟胶雪莲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龟胶雪莲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8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朵利亚的花园 VDuoria'Garden骆驼
奶星沙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03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6巧笑
嫣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6巧笑
嫣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6巧笑
嫣然）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LIQJn佰丽千金金盏花舒缓润养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0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早)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3朱颜
浅黛）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3朱颜
浅黛）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3朱颜
浅黛）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4华灿
盛世）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4华灿
盛世）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4华灿
盛世）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姿萊类蛇毒肽黄金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4
彩姿莱（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色颜植物原浆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5 广州色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2红缨
点妆）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2红缨
点妆）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2红缨
点妆）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肤之道轻薄隔离修颜BB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46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帛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52 广州蕾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1金钗
韶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1金钗
韶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1金钗
韶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曼普DAIMANPU水蜜桃迷你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3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の睿染发前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8
广州樱之睿美容美发产品有
限公司

和李记翼籽辣木籽营养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69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堂羽绒嫩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77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QJn佰丽千金金盏花舒缓润养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83 广州致远网络传媒有限公司

美恋自然色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85 广州柒喜鱼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玥草本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96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龙胆草依克多因肌底修护安瓶
精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01919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萊视黄醇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02
彩姿莱（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肤丽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04 广州海菲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纽维潼小金蛋瓷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07 广州澜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与妃水润焕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17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黑炭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黑炭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然宸府黑炭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奢宠精粹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28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祖慈艾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3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艾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3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艾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3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艾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3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慕钻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多肽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32 广州立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道草本舒乐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2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金媞妍娜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49 广州金豪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渼草妮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57 广州帝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一丝人参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6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人参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6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人参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6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抗皱紧致焕肤素+冠群芳抗皱紧
致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7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抗皱紧致焕肤素+冠群芳抗皱紧
致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7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抗皱紧致焕肤素+冠群芳抗皱紧
致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07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草本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1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花田花园凡士林皴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19 广州宝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微雅瓷肌莹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23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以琳嗎哪甜心香水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26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琳嗎哪甜心香水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26 广州市娇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堂生物素胚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39
广州御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劲透醒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劲透醒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劲透醒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萃雅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5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萃雅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5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萃雅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6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萃雅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6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肌密量子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64
广州创新联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oren Fell膜伦菲尔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67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小奶瓶慕斯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6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青春冻干粉+青春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1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朵利亚的花园 VDuoria'Garden二裂
酵母防干裂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4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琋渃 FANXLOO 美容养颜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琋渃 FANXLOO 美容养颜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琋渃 FANXLOO 美容养颜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2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燕窝蚕丝蛋白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燕窝蚕丝蛋白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燕窝蚕丝蛋白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净颜嫩肌亲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1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益源蛇毒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20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金益源寡肽冻干粉+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21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金益源明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22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金益源蛇毒肽冻干粉+蛇毒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23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暨大小魔盒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27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而曼雪绒花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59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暨诺颜百合净透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6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NC轻痕无感持妆唇釉（M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69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凯秀姬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7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7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酵素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7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利菲媛多肽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74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卡莉鲜颜芯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庄园系列 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2393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清雅头部护理套-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05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锦泉韵美清雅头部护理套-清雅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06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菲朴玫瑰衡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10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の睿染发前后修护护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16
广州樱之睿美容美发产品有
限公司

利菲媛靓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32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朵利亚的花园 VDuoria'Garden樱花
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42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朵利亚的花园 VDuoria'Garden野草
莓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45 广州市艺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丝绒固色雨衣口红（4#蜜桃乌
龙）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6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丝绒固色雨衣口红（1#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74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丝绒固色雨衣口红（3#枣泥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8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与妃美颜焕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82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肤修护套胶原修护液+胶原
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89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无痕伊生美肤修护套美肤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90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GUIJIAO兰桂娇水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95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玻色因冻龄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97 广州市高维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玻色因冻龄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97 广州市高维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玻色因冻龄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497 广州市高维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1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蕊爱滋养六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19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丝绒固色雨衣口红(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35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诗儿烟酰胺水光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3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诗儿烟酰胺水光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3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诗儿烟酰胺水光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3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桂纯光感遮瑕粉底液（自然色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41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美肤修护套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43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娉科颜丰润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45 广州蓝心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54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多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55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侬蓓美燕窝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70 广州兰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行活水健发王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75 广州森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麦角硫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7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麦角硫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7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麦角硫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76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富勒烯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87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烟酰胺亮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92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莹润舒缓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96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598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GUIJIAO兰桂娇水光凝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00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冷基多肽香芬洗发露[香芬滋润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13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4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玉丽香颜臻颜菁华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6 广州市名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洛利艺术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7
菲瑞医疗投资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草本舒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39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胶原霜+水上芭蕾原液
水+水上芭蕾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胶原霜+水上芭蕾原液
水+水上芭蕾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胶原霜+水上芭蕾原液
水+水上芭蕾雨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颜计平衡菁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54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丽缘水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蜂丽缘水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2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仙诗华水上芭蕾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上芭蕾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69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7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83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颜计平衡菁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697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诺颜净颜透亮嫩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1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诺颜净颜肌密嫩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1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etimes滑溜溜奢养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21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肌之语水润基础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3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ART甜扁桃深层滋养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35
广州睿致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igorWell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4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4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4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4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ZOZU AVOCADO COLLAC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VOCADO COLLAC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 AVOCADO COLLACEN ESSENCE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EME FOAM CLEANSER M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EME FOAM CLEANSER M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EME FOAM CLEANSER M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畅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绿茶精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绿茶精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绿茶精萃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舒缓安肤冻干粉+舒缓安肤溶酶液+
舒缓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77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氨基酸控油香氛洗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09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RAY SILK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Y SILK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AY SILK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18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火山泥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2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植萃润肌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植萃润肌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伴奏植萃润肌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en Fell膜伦菲尔深层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zze媚族植萃滢润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植萃滢润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zze媚族植萃滢润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氨基酸净透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58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川本草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川本草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川本草祛痘蛭提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75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UKOUMIMI豆蔻秘密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77 广州友聚药业有限公司

圆美国际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896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カラーマスカラ　ピンク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0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カラーマスカラ　ゴールド　
ダイヤモンド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0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柚CNYU保湿锁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16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而曼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17
汇禾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婵柚CNYU沁润水光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18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柚CNYU沁润水光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27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沁润水光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0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沁润水光护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3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時光匙凝时精萃套凝时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柚CNYU沁润水光护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37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 Doux 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4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IAC满天星细头睫毛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4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冷基多肽香芬洗发露[香芬去屑舒爽]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1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植萃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3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诺颜润颜幼龄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天颜箐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箐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箐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壹面姿缘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59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鱼籽奢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62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透润净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透润净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透润净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润肤修护套润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69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无痕伊生润肤修护套胶原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2989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青萃奢宠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2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视黄醇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视黄醇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悦密笈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套装-
视黄醇多肽修护冻干粉+视黄醇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黛丝侧柏叶丝滑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22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神经酰胺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44
广东仁和化妆品股份有限公
司

星达人三重胶原蛋白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69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舒畅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75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 芬芳精粹多效沐浴露
+DanfeiPOEM香氛安瓶精华液
+DanfeiPoem烟酰胺植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 芬芳精粹多效沐浴露
+DanfeiPOEM香氛安瓶精华液
+DanfeiPoem烟酰胺植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 芬芳精粹多效沐浴露
+DanfeiPOEM香氛安瓶精华液
+DanfeiPoem烟酰胺植粹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0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芦荟凝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105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泉润艾草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110 广州市禾奕西商贸有限公司

康神世纪男士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3114
广州康神世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纪晞天肌堂凝润焕颜套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136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婵柚CNYU保湿锁水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151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保湿锁水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394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莉赫金活力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05 广州汇进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保湿锁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06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黛丝侧柏叶净屑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12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0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蓝莹姿积雪草弹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1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棣华逆时光年轻美发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棣华逆时光年轻美发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棣华逆时光年轻美发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2
广州市蓝采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3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赋活肌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27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TWG 烟酰胺维C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34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0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玉姬芳华冻干粉+芳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1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3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6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光润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7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奢宠弹润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49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柚CNYU奢宠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50 广州星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芬苦参美颜痘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56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碧草香舍老姜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61
皇天（广州）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凱莎蘭德 舒心呵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心呵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心呵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温润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温润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温润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海蓝莹姿积雪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5
广州护颜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轻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轻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轻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奇姬植物养肤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90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美姿媛凡士林火山泥绿茶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97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 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4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壹面姿缘多姿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01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青萃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09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西莱亚深海鱼子精华袪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19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城市花匠丝绒懒人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21
广州市海澜佳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妃玉诗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火绒草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2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HI研诗柔丝奢宠雕花口红（小辣椒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35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times滑溜溜奢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3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雪肌之谜尊享套-容颜计雪肌之
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59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鱼子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GIRSTHEN娇诗泉水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68
广州娇诗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靓颖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73 广州靓颖日化有限公司
时光礼物小雏菊手足霜套盒-小雏菊修
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75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伟熙妍亮肤柔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亮肤柔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亮肤柔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亮肤柔滑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凡美皙葡萄柚润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葡萄柚润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葡萄柚润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黛丝侧柏叶蓬松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591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雍修堂YONGXIUTANG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0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IMANPU黛曼普清透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1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温润养护套温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21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皙嘉瑩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28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优天颜清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2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2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2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肩部滋润套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3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清透舒润套清透舒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3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洛黛丝蜂蜜紧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4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6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优天颜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修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7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B04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5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妙珮莹润焕采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62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新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6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滋润养护套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68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多效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多效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多效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MAME BB B6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BB B6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BB B6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BB B6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BB B6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BB B6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U CC U118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U CC U118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U CC U118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清透舒润套清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羽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羽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羽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4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薰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薰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薰衣草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8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净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晶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晶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晶透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69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紫苏竹炭润肤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0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紫苏竹炭润肤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0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紫苏竹炭润肤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0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1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iFangLi白芳丽富勒烯水嫩亮肤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1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ACTSM润眼舒缓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25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嫉妒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嫉妒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ON便携糖果唇釉（嫉妒我）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蒂东妮温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32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夜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34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摇身一变 唇周美肌套盒-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4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时光礼物小雏菊手足霜套盒-小雏菊保
湿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50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润肤修护套润肤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70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美日记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76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姿伦 氨基酸舒缓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8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七子白术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8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姿 二裂酵母焕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788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伟熙妍香氛护手霜（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柏丽愈创木密集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26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敦乐赞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29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狄尼普牛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3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狄尼普牛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3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狄尼普牛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3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白鱼子极光贵妇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5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顺滑细致双头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顺滑细致双头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顺滑细致双头眉笔B013（深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8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自然生动双头眉笔 
06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389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光肌因净肤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光肌因净肤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光肌因净肤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EMEPTA 思美答童颜抗皱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21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小青瓜补水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小青瓜补水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因美泉 小青瓜补水舒缓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2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7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7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7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佳思MIKICE富勒烯焕美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76
广州美刻美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BSEY多肽水润滋养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3991 广州圣星贸易有限公司
藏养阁舒净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02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柏丽愈创木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08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漾轻透免洗面膜喷雾套-烟酰胺雪肌
面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2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词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29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李记翼籽辣木籽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38
广州和李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CFASHION黄金紧致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41 汉城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科肤丽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42 广州海菲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爵漾轻透免洗面膜喷雾套-玻尿酸舒缓
面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5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漾轻透免洗面膜喷雾套-寡肽修护面
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5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男神晶刚魔发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61 广州赛大化工有限公司

韩品舍茉莉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65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益源蛇毒肽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73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春施水前寺蓝藻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76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誓秀紧致塑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77
广州誓秀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蔓 植物菁华  灵芝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79
广州尚漫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香兔蛋白酶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82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赋活凝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093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香香兔蛋白酶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0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兰薇尔多肽净颜冻干套组-多肽净颜
冻干粉+多肽净颜溶媒液+多肽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03
广州美赛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香香兔蛋白酶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04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兰薇尔多肽净颜冻干套组-多肽净颜
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07
广州美赛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丽臻媛焕彩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11
广州益美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兰薇尔多肽净颜冻干套组-多肽净颜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19
广州美赛尔教育科技有限公
司

妃玉诗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雪莲花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 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博珍妮丝绒口红-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37 广州珍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INDI法琳笛纤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0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克博仕人参精华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2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博珍妮滋润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5 广州珍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INDI法琳笛丝绒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6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博珍妮哑光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8 广州珍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赋活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49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做堂多肽修护因子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1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做堂多肽修护因子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1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做堂多肽修护因子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1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SHILUYU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滋润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5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滋润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8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SHILUYU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滋润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62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INDI法琳笛性感魅惑奢艳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64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享立美依克多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66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洗发水护发素套装-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6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金薇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金薇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金薇青春素平衡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代珍妍洗发水护发素套装-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73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缘青春靓丽冻干粉+青春靓丽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8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滋润西柚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4197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赋活养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02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夏良子清素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16 广州蜜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青春贵妇胎盘珍珠膏（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19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牛奶玉肌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2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哑光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28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西梦炫唇魅力柔雾口红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31 广州麦西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康坊白玉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39
广州市康亦健医疗设备有限
公司

森溪秀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41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纤姿雅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7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INDI法琳笛柔光锁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4288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瑞植蔻水韵净养十二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19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氨基酸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氨基酸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氨基酸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弹
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弹
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弹
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透明质酸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透明质酸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透明质酸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玫瑰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玫瑰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玫瑰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颉乳木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6 广州恒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透净柔润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194339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芬妮艾草养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2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水
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3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水
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3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冻龄活肤水润奢华套-红毛丹水
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3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杏仁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43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黛丝侧柏叶强韧修复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44
广州合众创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姿伦 氨基酸清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4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婷童依朵净采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70 广州丰郁科技有限公司
SEACHON头皮净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72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易见美乳木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7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SOLASI CONDITIONER   R28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OLASI CONDITIONER   R28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OLASI CONDITIONER   R28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Argan Oil  HAIR MASK  K7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Argan Oil  HAIR MASK  K7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Argan Oil  HAIR MASK  K7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lemon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lemon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lemon 粤G妆网备字2020194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池尼BOOUI-MC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5 广州桐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也西亚马逊白泥净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8 广州佐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慕池尼BOOUI-MC免洗封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09 广州桐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天颜滋润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滋润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滋润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1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兰美多肽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20
广州蓓兰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黄金塑颜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黄金塑颜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黄金塑颜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5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曼欧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曼欧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炫彩棱镜九色眼影盘 DC161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0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炫彩棱镜九色眼影盘 DC162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1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香氛几何锁水修护润手霜（coco）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1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9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9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79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天嬌SOD大蜜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27
广州市美仙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玫姿舒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3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CHON保湿植萃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66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芙凯恋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67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诗燕窝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70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ACHON柔感舒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71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SEACHON水感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69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资兰优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0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兰优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0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兰优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0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丝柔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1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词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42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施水前寺蓝藻焕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46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植荟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4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植荟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4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植荟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4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芙蔻清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蔻清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蔻清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青柠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58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苹果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59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西柚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0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水蜜桃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1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葡萄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2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乐小菲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7
广州鑫可旺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Lae Ya Pro密集修护焕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密集修护焕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密集修护焕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6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复合肽修护冻干粉套-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71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雾匠臻颜焕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78 广州唯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玫瑰活颜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玫瑰活颜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玫瑰活颜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蜜宣言樱花西柚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7 广东美臣日用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8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臻宠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极红茶攻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极红茶攻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极红茶攻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妆养肤净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3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太极佰草养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797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积雪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01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格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18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本格深层水润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1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今夏至美琉光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25 广州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S幻彩调色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27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BYS幻彩调色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28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阿茹江马油多效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2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32 广州美吖小坊贸易有限公司
奢瑞优品玫瑰花瓣精萃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38 广州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恒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恒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恒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誓秀凝时至尊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45
广州誓秀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臻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5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5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55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毛孔细致精华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毛孔细致精华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毛孔细致精华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诺言蓝铜肽蛋白水润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6
分享优品（广州）进出口有
限公司

美丽诺言虾青素光采亮泽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7
分享优品（广州）进出口有
限公司

美丽诺言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68
分享优品（广州）进出口有
限公司

誓秀靓肤透肌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78
广州誓秀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匠心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7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8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8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凝时细肤黄金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8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LANGQI乐朗奇微醺晚香香氛护发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489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凝时细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2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胜姿 半乳糖焕亮极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0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杏民堂毛孔焕净泡泡泥浆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3 广州卡洛伊贸易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玉诗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导出黑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导出黑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导出黑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禧角鲨烷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47 广州素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词玻尿酸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1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慕施凝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3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Yoice蜂蜜慕斯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ice蜂蜜慕斯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ice蜂蜜慕斯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ice蜂蜜慕斯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5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6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6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凝时细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容色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OHR燕窝雪莲透明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5 广东汇德置业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Ⅲ Ⅰ-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Ⅲ Ⅱ-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Ⅲ Ⅵ-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Ⅲ Ⅴ-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7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伊玫姿容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8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8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兰美蔷薇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88
广州蓓兰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FANCHY光感沁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4996
广东姬妃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恩 燕窝滋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07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珠丝毛蓝耳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3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珠丝毛蓝耳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3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珠丝毛蓝耳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30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4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4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4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夏至美琉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44 广州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草佰味焕颜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0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生姜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生姜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生姜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圣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3 广州今圣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指沙龙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57 广州今圣商旅服务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莎嫩滑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嫩滑香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09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顔水感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30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菁透水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菁透水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菁透水嫩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娜莎丝滑柔顺芳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5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丝滑柔顺芳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52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去屑控油芳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5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去屑控油芳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5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夏至美琉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61 广州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韩雪莲花丝绒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65
广州秀丽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71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77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水解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水+水飞梭水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水+水飞梭水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水+水飞梭水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1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丝色香贵妃去屑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15 广州清扬药业有限公司
茵丝色香贵妃滋润柔软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0 广州清扬药业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KICE奢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2
广州美刻美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水飞梭水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复活草樱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4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魅恋薰衣草奢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4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恋爱蓝风铃奢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4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缕缕玫瑰奢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5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ILANYUN水兰韵玉润美肤乳烟酰胺+
维生素C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61
双惟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Alice Daisy Girl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62 广州泓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KICE轻奢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69
广州美刻美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VIVISWEET烟酰胺滋养顺滑洗发水（升
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81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腹部舒润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8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87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雅丝草本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88 广州优品美妆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四维修护套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91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伊人风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9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伊人风情） 粤G妆网备字202019529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浪漫邂逅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0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逐梦丽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逐梦丽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逐梦丽人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0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绝代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1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绝代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1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粉色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16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粉色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16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浪漫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1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烟酰胺鎏金香浴露（浪漫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1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之雅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SWEET烟酰胺蓬松润泽护发素（升
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6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日井摇摇精华沐浴慕斯0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28
广州三木致美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安娜莎浓情花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3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浓情花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3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迷迭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迷迭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4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浪漫花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娜莎浪漫花香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5 广州星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之雅 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IKICE丰盈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59
广州美刻美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伊玫姿凝时细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之雅 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 燕窝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67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寡肽匀色修护面膜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寡肽匀色修护面膜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寡肽匀色修护面膜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草本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4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之雅 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7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核心肽修护焕颜冻干粉+核心肽修护焕
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395
核心肽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华美滋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0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0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0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茵丝色香贵妃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08 广州清扬药业有限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坚果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坚果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摩洛哥坚果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0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YOUNG YOU KEY养由基丝蛋白生物多效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9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YOUNG YOU KEY养由基丝蛋白生物多效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9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YOUNG YOU KEY养由基丝蛋白生物多效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19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美约荟·小城一代萃植舒缓套I型-萃植
舒缓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28
广州合则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约荟·小城一代萃植舒缓套I型-萃植
舒缓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31
广州合则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斯莉 凝亮嫩颜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3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活泉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440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韩即血清蛋白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76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血清蛋白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76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血清蛋白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76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LISI黛麗思玻尿酸提拉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777 广州圣肤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 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 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 黄金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循环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格沉香固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8 广州格凌兰日用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循环水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5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国格桂花固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60 广州格凌兰日用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循环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6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水韵净养十二号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6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格玫瑰固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64 广州格凌兰日用品有限公司
蕙诗霖氨基酸银离子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70 广州市馨恒化工有限公司
诺斯莉 羊胎素多肽弹嫩修护冻干粉+多
肽弹嫩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7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 燕窝视黄醇冻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7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诺斯莉 羊胎素多肽紧致舒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85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维C谷光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维C谷光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维C谷光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 燕窝清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20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艾叶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2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fire爱火美肌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31
广州市蕊丽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贞皙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S塑颜逆龄眼霜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48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拾光锦 血清蛋白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68 广州莱玞科技有限公司
纤姿雅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7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7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7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树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2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纤姿雅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树角质层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89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TAGENIUS POWER COVER CONCEALER 
SG-20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9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STAGENIUS PORELESS MATTE FACE 
PRIMER SG23-1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9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博芙宓草本焕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5998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蜜儿润颜净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0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CRS塑颜逆龄眼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04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树复合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08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二裂酵母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二裂酵母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二裂酵母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29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宝莲依克多因日夜修护提亮眼部套装
依克多因熬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依克多因日夜修护提亮眼部套装
依克多因熬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宝莲依克多因日夜修护提亮眼部套装
依克多因熬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0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彩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陆十六神经酰胺净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8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3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昕诗漫可可香氛水润丝滑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1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昕诗漫烟酰胺樱花深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4 广州市康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任生美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活力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舒活养护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温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5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RICH璀璨新颜焕采面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璀璨新颜焕采面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璀璨新颜焕采面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任生美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臀部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6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净透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净透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净透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odoo city 魅惑都市流光溢彩眼影盘 
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1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活灵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活灵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舒活灵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odoo city 魅惑都市流光溢彩眼影盘 
03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per Next Girl维生素驻颜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维生素驻颜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维生素驻颜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点美 香薰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093
广州市健足源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朴玫瑰衡肤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06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任生美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月见草滋养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草本清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草本清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草本清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润通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润通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润通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优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2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容颜计平衡菁萃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21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赏颜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赏颜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赏颜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49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倍嘉二裂酵母冬雪精灵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56
广州优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DQ珍珠奶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珍珠奶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DQ珍珠奶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希茜烂漫双眸七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0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纯印研滑溜溜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1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印研滑溜溜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1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印研滑溜溜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1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SUN Tea Tre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SUN Tea Tre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SUN Tea Tre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名媛水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名媛水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名媛水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名媛水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dden Beauty HYALURONIC AC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dden Beauty HYALURONIC AC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dden Beauty HYALURONIC AC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 Sun  Hair Growth INTENSIVE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 Sun  Hair Growth INTENSIVE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 Sun  Hair Growth INTENSIVE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6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ubilon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ubilon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ubilon Enlarge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OntharingsSpra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OntharingsSpra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OntharingsSpra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颜丽人新肌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iss BODY LOTION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Blueb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7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CBD INFUSED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CBD INFUSED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CBD INFUSED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 HIDDEN VAULT MEN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8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N.SUR嫣束凝时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94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草本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197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0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0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BODY LOTION Grapefruit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0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兰甄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1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兰甄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1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兰甄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1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七氨基酸温润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1 广东诚心科技有限公司
时七益生菌莹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2 广东诚心科技有限公司
时七米乳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3 广东诚心科技有限公司
时七锁水磁石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4 广东诚心科技有限公司
梵思堂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8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梵思堂肩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29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梵思堂肩颈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30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HRICH蚕丝多肽光源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蚕丝多肽光源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蚕丝多肽光源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璀璨轻氧活源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璀璨轻氧活源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ICH璀璨轻氧活源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植萃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植萃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4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和漾精华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漾精华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漾精华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9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9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9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7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7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SESOO HAIR MASK  V7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N5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N5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N5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ATKAS-LASH  ENHANC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ATKAS-LASH  ENHANC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ATKAS-LASH  ENHANC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LASH SHANYZOO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LASH SHANYZOO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LASH SHANYZOO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TEETH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TEETH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TEETH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QUICK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QUICK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QUICK WHITENING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7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琳皙角鲨烷复活草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85
芙琳皙（广 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本格盈泉水漾精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289
美昂姿国际化妆品（广东）
有限公司

GEN YUAN TANG根源堂多肽紧致提亮颈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0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17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YEONSOO维E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22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丽人新肌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2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2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2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皙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2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妖十二色
眼影（麋鹿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妖十二色
眼影（麋鹿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妖十二色
眼影（麋鹿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姿美多效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6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馥韵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64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细致慕斯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66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7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烟酰胺润亮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8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水份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39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骆驼奶保湿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0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玫瑰精粹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0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敏树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11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御养天下多肽小分子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13 广州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碧草本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草本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草本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碧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拉迪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27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33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蒂蔻立体修饰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蒂蔻立体修饰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蒂蔻立体修饰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蜜儿润透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58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赛蜜儿润透修护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6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MY·BEAUTY FACE 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靓颜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78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玛诗妤靓颜水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80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丝迪涛时潮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494 广州市型立化妆品有限公司

GIRSTHEN娇诗泉柔发康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22
广州娇诗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朴玫瑰衡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36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活泉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活泉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活泉水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拉米叮神经酰胺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7
广州市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双尚科技深层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深层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深层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素妍臻颜润肤套焕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5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丽薇兰小分子活肤冻干粉+小分子活
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1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誓秀氨基酸清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4
广州誓秀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颜美之养颜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慕施 玫瑰鲜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67
广州阿慕施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丽寡肽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70 广州海菲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谷胱甘肽优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72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眼部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眼部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眼部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7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MEIREN珂美人素颜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素颜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素颜美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氨基酸多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88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水光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590
广州阿慕施美容化妆品有限
公司

鑫瑞植蔻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1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植御方淘米水护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27 广州七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植御方淘米水洗发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30 广州七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美肌净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32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树博士美肌修护冻干粉+树博士美肌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4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博士美肌修护冻干粉+树博士美肌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4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树博士美肌修护冻干粉+树博士美肌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64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白泥净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白泥净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氨基酸白泥净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润颜舒缓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0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来姿素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19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奢护倍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79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梵肌七子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94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缇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79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双效魅惑眼线胶笔（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0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润丝顺 焕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12 广州诗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miorm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16
广州市蜜欧蜜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克拉迪娇颜雪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28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中漫步橄榄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中漫步橄榄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中漫步橄榄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贵人修护因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修护因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修护因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优天颜舒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3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馨兰鱼子精华云朵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40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E清爽控油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65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芈之然奢养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之然奢养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芈之然奢养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浪漫挚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浪漫挚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浪漫挚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雰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03 广州安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膜呼吸牛初乳水光肌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04 广州雅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云颜玻尿酸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1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素玥类蛇毒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24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t spring沁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26 广州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setimes 水润奶油肌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2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婷水感润透隔离霜（浅肤）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53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瑞珀曼燕窝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57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杨酸控油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杨酸控油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杨酸控油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秀恋 二裂酵母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0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赋活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纳羊胎素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羊胎素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羊胎素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活力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6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木素妍清木恬静美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7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颜西施晚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7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西施晚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7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西施晚安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7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家臻艾氨基酸滋养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9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灡贵人青春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6997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立体双头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11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极细防水眼线胶笔（自动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1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r立体持妆极细眉笔#自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13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mevar持色玩妆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15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甲美诺彩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2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甲美诺彩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2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甲美诺彩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2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保湿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
媒液+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34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灡贵人富勒烯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38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45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草本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57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LANGQI乐朗奇花漾甜心奢养柔顺祛屑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59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植萃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60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r Bee 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0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谷胱甘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2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神经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6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7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鲟鱼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89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小黄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9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小黄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9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小黄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099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植萃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08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13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elyCat金婵猫香水活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1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KSKA花蜜微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花蜜微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花蜜微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兴 莹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7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弹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弹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弹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2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LANGQI乐朗奇微醺晚香奢润烫染修护
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3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九维臻养套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6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臀部滋养套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7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肩部滋润套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19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莎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13
广州市高迅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珂雰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20 广州安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至荣姜盐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2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荣姜盐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2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至荣姜盐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2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妆荟蛋白舒缓柔顺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34
广州美丽相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桢婷秀美肌雪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36
海桢 (广州) 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nuos沙漠黄金骆驼奶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4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姿 谷胱甘肽冻龄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49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净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7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E清爽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8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丝发古芳 植物酵素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89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en Fell膜伦菲尔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29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啦啦的礼物积雪草冻干面膜组合-母菊
多重修护冻干面膜+积雪草多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啦啦的礼物积雪草冻干面膜组合-母菊
多重修护冻干面膜+积雪草多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啦啦的礼物积雪草冻干面膜组合-母菊
多重修护冻干面膜+积雪草多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司兰娜润肤粉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5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司兰娜润肤粉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5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司兰娜润肤粉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5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霏沁速描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75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泊泉雅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竹炭去黑头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8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8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8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黄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黄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黄金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丝蛋白赋活套-丝蛋白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熬夜靓肤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熬夜靓肤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熬夜靓肤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39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木素妍清木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1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康亮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17
广州普康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琪颜魔班清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24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蕲善堂艾养保湿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皇迦御养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可弟水份清透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39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CAMELCROWN沙棘保湿爽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1
广州极限日用品科技有限公
司

素颜西施早安玻色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西施早安玻色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颜西施早安玻色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鑫堂植萃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王家臻艾氨基酸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蓁皙玻尿酸小分子水光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48 广州肌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uos香氛几何锁水修护润手霜(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5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鱼子酱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4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缇坊烟酰胺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坊烟酰胺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缇坊烟酰胺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靛颜胶原蛋白冻干粉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17 广州敬晟贸易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OPINION发际线鬓角修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31 广州金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美泉晶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60 广州鑫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6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依梦魔丝柔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67 广州双力美发科技有限公司
oboc赐帅金刚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8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传红藻柔顺丝滑洗发乳 (针对干性发
质)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84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水循环基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8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PTRGOX臻颜美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87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PTRGOX臻宠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590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卡海绵焕肤膜+海绵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01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ENPTRGOX臻宠滋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26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水嫩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54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权途植物能量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56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植萃浸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60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2）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2）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2） 粤G妆网备字202019769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丝柔质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0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珂芙净肤焕颜套-多肽臻颜修护液 +
海藻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0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炭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炭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男士控油保湿炭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风记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59 广州市禾奕西商贸有限公司
丽尹玻尿酸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68 广州岚蜜贸易有限公司

泥量伸筋草能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73
广州裴氏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9）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9）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69）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8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颜雅萱柔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197797
广东省素颜雅萱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优肌源黄金逆龄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逆龄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黄金逆龄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1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6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尔曼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2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Macadamia HAIR MASK  K8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Macadamia HAIR MASK  K8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Macadamia HAIR MASK  K8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水芙蓉靓肤修护套-水芙蓉靓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3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R 彩妆 BR130-A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5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BR 彩妆 BR130-F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49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水芙蓉靓肤修护套-水芙蓉靓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50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昊妍堂水芙蓉靓肤修护套-水芙蓉玫瑰
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53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妮曼颐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弟美眸深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56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ENPTRGOX臻润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59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弟奇迹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66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可弟哑光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70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美宜清玫瑰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78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美宜清灵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79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美宜清人参美肤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80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蜜诗肌水果保湿修护手霜（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81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琪颜魔班多维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94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瑞雨丽清肌修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97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颜魔班水漾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7899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瑞雨丽润颜舒缓喷雾粉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0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清肌修护喷雾粉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05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37）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3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颜魔班晶彩靓妍素肌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35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冷基多肽香芬角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38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媄嫊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媄嫊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媄嫊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兴 润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46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泥量伸筋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50
广州裴氏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琪颜魔班肌底智妍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53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代妮曼颐养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79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婷水感润透隔离霜（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0198192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娜婷水感润透隔离霜（浅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98196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绾彩 蛋白美卷弹力亮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0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1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1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姿雅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1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昕予发质闺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13
广州花昕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昕予发质闺蜜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15
广州花昕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ef烟酰胺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20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21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eef茶树祛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25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肩颈草本清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4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资兰胶原蛋白肽紧致肌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5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1）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1）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91）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6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4）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4）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4）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46）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46）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46）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蒂东妮腰腹植萃液+植萃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7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ISBIO双层精华水光护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79
集颜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YLYLE B5水杨酸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 B5水杨酸沁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 B5水杨酸沁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5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Neverland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everland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everland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之吻白藜芦醇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28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AKI CUCUMBER HerBal Brighten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AKI CUCUMBER HerBal Brighten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MLAKI CUCUMBER HerBal Brightening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01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水晶花瓣玫瑰透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1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2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22 广州素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淼彩净润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83 广州中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金薇儿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8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8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8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蒂东妮肩颈植萃液+植萃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2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Vape黄金贵妇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3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Vape黄金贵妇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3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Vape黄金贵妇修护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3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蒂东妮臀部植萃液+植萃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5 广州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839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清雅白茶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04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高贵牡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06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浪漫鸢尾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0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亿林焕颜紧致补水套盒烟酰胺水光免
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1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子语诺深海泥水洗雪肤身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22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颜丽人新肌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3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莲花清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40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奕自然精粹靓颜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41
广州市靓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6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7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姿美舒缓修护沁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8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绮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96 广州伊绮娜贸易有限公司

嫒吖植萃莹亮亲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497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眼部轻盈紧致修护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眼部轻盈紧致修护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眼部轻盈紧致修护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拉朵冻干球+冻干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8 广州黛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提拉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提拉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提拉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0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elyCat金婵猫香水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12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钰草本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亿林焕颜紧致补水套盒焕颜提亮水光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2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金薇儿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3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玛拉朵冻干胶原蛋白线球+多肽紧致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6 广州黛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亿林焕颜紧致补水套盒焕颜提亮紧致
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48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亿林焕颜紧致补水套盒烟酰胺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1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皙提乳酸菌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3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蓝铜胜肽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焕然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蜜晢俪MIJELI奢宠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59 广州悦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泽肤水宝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67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新好韵奢华精粹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79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克拉迪清肌靓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83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竹炭祛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8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芊秀能量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89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芊秀颐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0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芊秀颐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菲炎臻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臻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臻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许媄寡肽修护冻干粉+碧许媄多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596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NGYAN檬颜积雪草纱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23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诚MAGICAMPLIFY果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31 广州若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素颜美肌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33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魅诚MAGICAMPLIFY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35 广州若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诚MAGICAMPLIFY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37 广州若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诚MAGICAMPLIFY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40 广州若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轻薄水润持妆粉底液 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5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典娜鎏金奢宠焕颜套-鎏金奢宠复颜
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55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VNC轻薄水润持妆粉底液 01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5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UILANYUN水兰韵玉润美肤乳烟酰胺+
胜肽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63
双惟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沁菲炎玉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玉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玉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晶明人之星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68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丽星化
妆品商行

YLYLE水凝带葡萄焕能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72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水凝带葡萄舒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74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水凝带葡萄活力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7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心蓓爱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7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妆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80 广州伊绮娜贸易有限公司

YLYLE水凝带葡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8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韩雅诗小提琴炫彩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86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金致臻颜雪松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8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金致臻颜雪松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FANNYCO幻颜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NYCO幻颜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NYCO幻颜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金致臻颜雪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YLYLE金致臻颜雪松焕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69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尚祚小灯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07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祚小灯泡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13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颖源修护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16 广州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典娜鎏金奢宠焕颜套-鎏金奢宠靓颜
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20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福思迈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思迈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思迈 精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24 广州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典娜鎏金奢宠焕颜套-鎏金奢宠润颜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27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亲亲诺迩氨基酸姜蓉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30 广州亲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鸥博丽日式灌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37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鸥博丽日式灌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37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鸥博丽日式灌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37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雅丝草本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38 广州优品美妆科技有限公司



Zico左旋VC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47
广州颜阳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冰肌净颜套晶透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58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冰肌净颜套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62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LYLE水溶胶原蛋白清透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65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季沐兰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69 广州子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舒缓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8777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小肌晚安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5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魔小肌早安沁润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56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魔小肌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6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黛丝淳樱花水感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6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8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1988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蜜欧玻尿酸活性炭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02 广州美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丹颖源寡肽烟酰胺冻干粉+寡肽烟酰胺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16 广州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枫蔻玻尿酸多肽胶原多效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23
后华泫（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逆素冰肌净透套净颜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31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继资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35
广州纤资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达安树脐带精华洁面冰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36
广州达安树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锶淇艾小燃草本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37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净透焕颜修护生物纤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净透焕颜修护生物纤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净透焕颜修护生物纤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养天下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57 广州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盾烟酰胺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83 广州本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SAY提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8986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本盾烟酰胺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13 广州本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颜娜舒缓修护套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1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17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舒缓修护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LYLE水溶胶原蛋白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韩逆素冰肌净透套焕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4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ieayce美丽之晨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eayce美丽之晨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eayce美丽之晨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2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GMT鑫格美婷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30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7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芙颜娜腹部舒润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7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恩存熙肌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82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花词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86
广州花植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恩存熙肌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87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存熙肌肽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88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逆素冰肌净透套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89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姿奇色小芯肌晶亮果冻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90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典娜鎏金奢宠焕颜套-鎏金奢宠净颜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91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芙颜娜腹部舒润套植萃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9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韩逆素冰肌净透套晶透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94
广州韩逆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舒润呵护套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09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修护精灵多肽修护童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01 广州雪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呈玻色因红糖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02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本盾烟酰胺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08 广州本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净妍润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15 广州舒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凡士林维他亮彩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54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国格檀香固态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56 广州格凌兰日用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裂可宁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5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蛇油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6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凡士林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65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凡士林维他倍润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67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氨基酸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6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RN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70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本盾烟酰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84 广州本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蕾丝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9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蕾丝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9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蕾丝多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19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玻色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04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平衡控油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05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实验室面霜Ⅲ Ⅱ-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0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实验室面霜Ⅳ Ⅱ-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1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实验室面霜Ⅲ Ⅲ-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1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实验室面霜Ⅳ Ⅰ-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19921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烟酰胺温和净透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199370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馨喜月净化清透舒润套清透舒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5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水之初小安瓶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1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吖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4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蜜欧氨基酸焕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5 广州美龙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PPTI EYELASH NOURIS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EYELASH NOURIS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EYELASH NOURISH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9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B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6C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7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净妍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82 广州舒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9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9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019949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潇美丽人持妆无瑕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1
广州鑫合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美眸闪耀臻品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美眸闪耀臻品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美眸闪耀臻品套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哑光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epomav法珀美臻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7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桂纯光感遮瑕粉底液（象牙色02#）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2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姿妍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N赋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42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6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哑光空气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7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叶美爆水焕颜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589
广州御菁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丹颖源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26 广州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力斯美康桧木皮肤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3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斯美康桧木皮肤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3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力斯美康桧木皮肤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39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4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4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4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ROR倾城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55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琪颜魔班生物赋活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66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7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87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RG壳聚糖祛黑头套装-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9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济头皮唤醒修护套盒-头皮修护冻干
粉+头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92
奇济干细胞再生医学科技
（广州）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烟酰胺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199693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妍青多效紧致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28 广州楚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 花漾莲华无糖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41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42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梵诗亮颜紧致极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3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即保湿润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保湿润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即保湿润肤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5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ROR多效平衡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73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水琉璃时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78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雅麗莎灵艳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8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8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8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9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vaepomav法珀美焕彩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79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诺颜净颜胶原倍润嫩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0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雅麗莎灵艳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0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0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安雅麗莎灵艳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08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瓷魅莉男士魅力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09 广州兰虞妃雅商贸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琪颜魔班多维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11 广州沃嘉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金益源安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24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金益源净颜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29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暨妍美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30 广州晗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JIHODA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3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3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HODA景红达奢侈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3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苗尔纤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养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灡贵人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48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舒缓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舒缓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舒缓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姿妍姿妍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姿妍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姿妍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姿妍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灡贵人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67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奇幻森林小蝴蝶之四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8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N2）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93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N1）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95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素媄琳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199898 广东柏美紫馨科技有限公司

琦蓓  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4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  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4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琦蓓  烟酰胺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4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妮甲油胶（N3）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0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秀肤琳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N4）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3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N5）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57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N6）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60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爱上艾悦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064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46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47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磨砂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48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硬式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0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靓雅久爱LoyaJoio植物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1 广州靓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芯植物草本浸泡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4 广州医诺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丹颖源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5 广州丹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忆茶菊植物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6 广州文晖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清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清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清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5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柔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细致毛孔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zvokey鲟鱼籽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4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鱼子酱发膜+鱼子酱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6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护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护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护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EXIU悦秀凡士林维他水嫩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1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斯密恋植萃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5 广州天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RG壳聚糖祛黑头套装-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87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9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9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196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粘钻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16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9）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9）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39）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2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妮甲油胶（转印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25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TROR时尚美妆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31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养天下多肽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33 广州皇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艾悦熊果苷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35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公主胶原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5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公主胶原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5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多肽修护精华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59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上艾悦水光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75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艾悦神经酰胺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76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GXUNJIAREN香薰佳人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79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陈木木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84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陈木木法国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85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SCSK透皙亮肤套-透皙亮肤冻干粉+透皙
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87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翡倪尔臻美靓颜套臻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小蓝鲸海洋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0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小蓝鲸海洋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00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滴泉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07
广州市神样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诺颜润颜幼龄亲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0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NSA清润水漾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13 广州撒豆科技有限公司
柔幂丝燕窝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33 广州柔幂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嘉瑩温和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5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非紧不可青春薇密套修护小分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61 广州市安祖美美容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滋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7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花语膜+玫瑰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花语膜+玫瑰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玫瑰花语膜+玫瑰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7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芙雅积雪草美肌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397
施芙雅（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秀肤琳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秀肤琳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神香草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0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紧不可青春薇密套多肽素+多肽修护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10 广州市安祖美美容有限公司

今夏美丽伊谷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12 广州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夏熊果苷水感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18 广州精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斯密恋赋活滋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50 广州天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因鲵薇脸紧致冻干粉+因鲵薇脸提升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52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盛宴玻色因熬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56
广州美丽臻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物馆奇妙物草本香膏·月支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69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物馆奇妙物草本香膏·荼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7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物馆奇妙物草本香膏·遥草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7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烟酰胺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499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去角质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00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鳯堂草本植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06 广州仟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物馆奇妙物草本香膏·玄台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1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IELD蔷薇滋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蔷薇滋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蔷薇滋养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阡姿曲美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阡姿曲美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阡姿曲美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2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芙姿妍多肽奢宠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奢宠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奢宠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奢宠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媄琳水柔修复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6 广东柏美紫馨科技有限公司
RT-Ⅱ童颜瓷娃娃冻干粉+童颜瓷娃娃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39
广东暨研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七酵母精华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42 广东诚心科技有限公司

合简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45
合简中医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玫姿焕彩美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5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二月妍社紫菜多糖酵母密集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52
广州智在创熠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美宜清积雪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75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Ⅵ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7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Ⅵ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7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Ⅵ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8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BYS幻彩调色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20200582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水润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水润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水润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思源御品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05
广东赫柏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玉姬妙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35 广州润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蕲善堂艾养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3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魅莉男士魅力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40 广州兰虞妃雅商贸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紫苏肌本菁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紫苏肌本菁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LOTTA奕香紫苏肌本菁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Vitamin C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tamin C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tamin C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tamin C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itch Haz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itch Haz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itch Haz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Witch Haze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RASO green tea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green tea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green tea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rose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rose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rose gift set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摩颜素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59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视觉女人青春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7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视觉女人青春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7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视觉女人青春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670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4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4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4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6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6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16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0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0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0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2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2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2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3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3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养宫润养精华泡浴粉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3
广州植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焕彩美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2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leebe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7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7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7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DARK SPOT CORRECTOR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7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芭福星星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星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星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 ZMAYOO悦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91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 ZMAYOO悦颜修护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96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 ZMAYOO悦颜瓷肌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97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 ZMAYOO悦颜玉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798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ClorisWell克洛薇凝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00
广州克洛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ef熊果苷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05 广州鑫享亿进出口有限公司
芭福星星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星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星颜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紧不可青春薇密套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11 广州市安祖美美容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鱼子酱多肽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透皙亮肤套-透皙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18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焕彩美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2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焕彩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5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窕草芝秀双宝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60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焕彩美颜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6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样年华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68 广州娇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米粒婴儿肌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71 广州栢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平衡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77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葆姿莱透骨草本热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透骨草本热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透骨草本热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亲诺迩氨基酸姜蓉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0892 广州亲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源皙肌底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05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姿美丰润韵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06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泥量伸筋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14
广州裴氏健康产业管理有限
公司

四季康妍雪肌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24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活力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4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蕲善堂艾养润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52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爵色祛痘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77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色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78 广州爵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多肽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7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中秀摩颜素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1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葆姿莱伸筋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伸筋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伸筋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摩颜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4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景红达滋养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滋养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滋养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5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皙嘉瑩温和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86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SMI-ER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94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FAIRYNATION菲瑞兰焕彩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0999 广州首贺化妆品有限公司
BEPOSH 栢珀专用定型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070 广州都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芦荟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108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芦荟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108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芦荟保湿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108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BT致臻净痘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094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努尔苏比焕采莹亮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焕采莹亮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焕采莹亮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袋鼠夫人泡泡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07 广州天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妆荟香水多肽蛋白酶基底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13
广州美丽相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ESIDUO可丝多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KESIDUO可丝多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KESIDUO可丝多摩洛哥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8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努尔苏比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光感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莱静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3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莱静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3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寇莱静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3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IGIOR熙格紧致毛孔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32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CHIAUS自然使者胶原蛋白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44 广州朵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玻色因水光亮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4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莱妮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48 广州市莱妮美甲有限公司



御旺堂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57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保林堂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62 广州市杰华贸易有限公司

YLYLE水溶胶原蛋白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63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圣璐嘉兰珍珠亮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66 广州枫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SER可可瑟柔雅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69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修护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修护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修护滋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  多效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192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卉唯美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0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晟集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1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嫩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嫩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嫩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橘灿美肌琉璃亮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2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麒麟竭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橘灿美肌琉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3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植萃净颜排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67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玻色因水光亮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68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卉唯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  多效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79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BAZARYER巴莎丽尔 神经酰胺发酵润活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83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2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诗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23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恩存熙拾光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36 广州合众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昕予丝沐发质洁净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38
广州花昕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不锈玻色因维A醇双萃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44
广州艾思迈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T.face Withlove依克多因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45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媚琳多效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媚琳多效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媚琳多效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6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鸢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67
广州康之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LYLE玻色因水光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68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芭福星抚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抚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抚纹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抚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抚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抚纹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LYLE橘灿美肌琉璃清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7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LYLE橘灿美肌琉璃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90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颜蕾净颜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393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眼部紧致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00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伊珂芙净肤焕颜套-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0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清爽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1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Barbie by Elastine芭比多彩时尚造型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12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K-BT致臻净痘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1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 神经酰胺发酵维稳
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19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21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2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30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诗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31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努尔苏比水动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水动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努尔苏比水动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冻干粉+太极佰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48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Mzvokey温泉能量水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66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太极佰草多重清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70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美纳植物胎盘素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植物胎盘素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植物胎盘素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壬堂娇嫩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1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溯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溯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年萬鸿记茶树花溯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1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1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1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LOTION  Y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LOTION  Y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LOTION  Y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TONER  Y2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TONER  Y2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TONER  Y2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REMOVER  Y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REMOVER  Y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REMOVER  Y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SPRAY  Y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GEL Y6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GEL Y6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GEL Y6 粤G妆网备字20202014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ILEN ARBUTIN SNOW-WHITE LIGH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MILEN ARBUTIN SNOW-WHITE LIGH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MILEN ARBUTIN SNOW-WHITE LIGH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MILEN ARBUTIN SNOW-WHITE LIGH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2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享美瑾致组合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蕾净颜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08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净颜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13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15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尊诗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16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IRASO SPRAY H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PRAY H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PRAY H4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zvokey晶彩焕颜气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42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RisheroYo悦肌舒缓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44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zvokey果蔬去角质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51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FGV柔雾滋润哑光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56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Mzvokey薰衣草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6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FGV柔雾滋润哑光口红乌龙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598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卓爱斯臻颜菁华草本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4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美肌乙酰化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龄美肌乙酰化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龄美肌乙酰化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蓓爱VA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5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耀妮媄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妮媄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妮媄 焕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5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姿美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69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香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74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菲炎腰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腰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腰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臂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臂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臂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8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洁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洁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洁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69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04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丽香颜臻颜菁华草本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0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姿美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08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净透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12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BiQuan纪碧泉复颜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19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姿美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2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清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3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玻尿酸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玻尿酸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玻尿酸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姿美透润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50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倩源水润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54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曼妙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64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曼妙轻盈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68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蓓爱VC修护冻干粉+VC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84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8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8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85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9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9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香草本精萃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796 广州莱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毛孔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0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紫玻A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1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紫玻A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1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紫玻A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18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四维修护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多肽修护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多肽臻颜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2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多肽修护臻颜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31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 plantes菩澜丝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颜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5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弟奢耀幻变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72 广州可弟贸易有限公司

暨馨初颜聚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883
广州飞华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NSA烟酰胺靓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52 广州撒豆科技有限公司
BIRASO REMOVER  HL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REMOVER  HL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REMOVER  HL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CLEANSER  H5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CLEANSER  H5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CLEANSER  H5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复活草净颜高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
（４シェード）０2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
（４シェード）01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
（４シェード）03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6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eet mint柔光幻彩双色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71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8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纤巧熙肌肤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榕颜社养肤维C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3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19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樾莱美美肌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樾莱美美肌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樾莱美美肌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0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维A醇益生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适克马油滋润去角质乳酸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2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3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陈木木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38 广州柒色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40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45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甜橙精油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49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51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爵SUPERJO菁纯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64 广州香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白松露三重修护臻养发膜+白松露
臻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76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嫒吖植萃臻颜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79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0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壬堂舒爽清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1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水解海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2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富勒烯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5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水解胶原净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7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Se Princess氨基酸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8 广州和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吖寡肽修护冻干粉+嫒吖寡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099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烟酰胺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00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01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植萃臻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02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艾地苯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04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木素妍清木活力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1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BiQuan纪碧泉水凝靓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11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陶小桃艾草柔顺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25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上艾悦熊果苷美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35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陶小桃艾草滋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41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RN凝蔻纳光组合-纳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62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AILIBIFEI爱丽彼菲烟酰胺滋润修护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65 广州承风贸易有限公司

云之菡 胶原寡肽紧致修护套-胶原嫩肤
紧致粉+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66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姿高地老姜鲜榨原汁轻松舒缓洗发乳
（滋养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8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1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精准出击眼线液笔 01高傲浓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7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SeSe Princess精华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8 广州和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笙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净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净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净颜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胜姿 红参乳糖酸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42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香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5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么么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59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 玻尿酸水光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61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顔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62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YLYLE冻干粉组合修护溶媒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65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乐施宝贝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73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YRULA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7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7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精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7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YRULA可可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可可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可可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2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美颜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05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YRULA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0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1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1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丝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1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 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 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 大马士革玫瑰润泽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光果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法焕彦美颜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34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姿然小分子玻尿酸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55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佳蕾祺康富贵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5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森肽血清白蛋白紧致冻干粉+多效紧
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76
广州汇诺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3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缇娜富勒烯紧致冻干粉+凯缇娜富勒
烯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06 三迪药业（广州）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  舒妍修护平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10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xu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axu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axu木汁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1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首乌黑芝麻亮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3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CRS猴面包果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36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亚麻籽滋润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46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 山羊奶美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5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奶昔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5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奶昔蛋白精华水+奶昔蛋白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5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润芙茶籽活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89
广州意天一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婴美肤檀香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91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婴美肤尤加利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493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黎芙莎寡肽祛痘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15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 山羊奶美肌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1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美红景天亮颜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21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橙花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24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玳兮多肽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25 广州蛙享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梵微修护冻干粉+碧梵微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36 广东熙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诗肌酵素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45 广东量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陶小桃艾草康润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95
广州斯普瑞英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RSTHEN娇诗泉精油修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2599
广州娇诗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gic.MJ焕颜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68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68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68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水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685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丹火火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火火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火火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神之光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女神之光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女神之光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奕姿美盈韵香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16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客浴后香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23
肌熙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奕姿美清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30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多肽紧致亮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32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Magic.MJ焕颜娇魅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5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娇魅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5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娇魅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5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agic.MJ焕颜娇魅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50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RIGINSOPURE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83 广州毅柏贸易有限公司

YLYLE龙血精华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0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兰玛姗缔美肌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3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肤缘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富贵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富贵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富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279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YBY玩美固色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冻龄冻干粉+多肽赋活
冻龄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冻龄冻干粉+多肽赋活
冻龄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芳华多肽赋活冻龄冻干粉+多肽赋活
冻龄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5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益源修护粉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59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OBUSE精致持妆三叉水眉笔（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96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OBUSE精致持妆三叉水眉笔（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2897 广州莉来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RP寡肽二裂酵母密集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08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10
广州市名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OX 烟酰胺初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19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妙润芙茶籽多效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28
广州意天一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RS焕采逆龄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48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49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美吖水润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5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RS焕采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52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epomav法珀美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53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丽植源多效美颜嫩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59 广州舒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vaepomav法珀美毛孔收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60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兰玛姗缔美肌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61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RS焕采逆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62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S焕采逆龄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2963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泥坊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3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3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3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4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木之源冰肌养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56 广州伊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养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57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5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5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美肌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5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植泥坊乙酰化透明质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7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乙酰化透明质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7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乙酰化透明质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7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ti迪缇绒雾光透虫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79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恭肤道 绿茶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86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vaepomav法珀美臻颜舒缓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93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泥坊透明质酸钠氨基酸温和净颜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透明质酸钠氨基酸温和净颜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泥坊透明质酸钠氨基酸温和净颜洁颜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润芙茶籽爽肤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097
广州意天一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适合干枯、
开叉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1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适合干枯、
开叉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1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适合干枯、
开叉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1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适合止痒、去屑
、油性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2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适合止痒、去屑
、油性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2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适合止痒、去屑
、油性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2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采绘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36 广州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露（适合中干性
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3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露（适合中干性
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3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滋养柔顺洗发露（适合中干性
发质）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3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奢赏之恋人参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45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水果甜心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65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约亮肤修护冻干粉+亮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177 广东缔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EE予旎净澈柔肤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03275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奕姿美舒柔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28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邂逅香氛氨基酸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2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植源多效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33 广州舒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香氛几何锁水修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39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美诗身体暖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43 广州绿洲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妙润芙茶籽爽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45
广州意天一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一生神经酰胺肌底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49 广州蓝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天颜舒缓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缓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缓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0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肤丽氨基酸菁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1 广州海菲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金益源舒缓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3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金益源舒缓安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5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优天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5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汝馨雅颜水润美肌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润美肌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水润美肌蕾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碌柚叶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79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伊露燕窝素补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天颜舒润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舒润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滢润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88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柳色岑香植萃养护套组-纤肤精华油+植
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植萃养护套组-纤肤精华油+植
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柳色岑香植萃养护套组-纤肤精华油+植
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天颜修护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修护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修护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396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3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滋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滋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滋护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405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天颜致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6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玥烟酰胺玫瑰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78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B01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9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暨肤缘多效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91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茱莉雅图茶籽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94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vaepomav法珀美植萃修护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96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B03 粤G妆网备字202020359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美肌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19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TROR眉部色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20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梵希腹部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4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泽草本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草本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草本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然芊黛青春美肌套-青春美肌冻干粉+
青春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然芊黛青春美肌套-青春美肌冻干粉+
青春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然芊黛青春美肌套-青春美肌冻干粉+
青春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1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泽滋养调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滋养调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滋养调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迪瑞复颜白松露水光盈润套盒 补水
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迪瑞复颜白松露水光盈润套盒 补水
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迪瑞复颜白松露水光盈润套盒 补水
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5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浪漫沁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浪漫沁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浪漫沁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优雅魅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优雅魅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卡露萱时尚奢华香水沐浴露优雅魅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蒙元堂海盐洁净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6 广州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冻干粉+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冻干粉+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冻干粉+透肌密码 
焕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伊露燕窝素保湿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腰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清净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玫瑰甘菊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玫瑰甘菊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玫瑰甘菊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滋养润肤慕斯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85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创芳龄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697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恩 燕窝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12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燕窝水光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13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YLYLE金致臻颜雪松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20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眼部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7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A COSMETICS摩洛哥油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86
广州佐伊娅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微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88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蕾祺康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794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蕾净颜清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0 广州市净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TOFULS 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2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夏基因水润抗皱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29
广州涵夏基因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媚飞色悦玻尿酸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30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允斌 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35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科色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粉+
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粉+
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虾青素冻干粉套装-虾青素冻干粉+
虾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38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4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4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1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41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耕語GeeYuu胎盘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胎
盘素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60 广州鸿懿商贸有限公司

MLP BEAUTY富勒烯净颜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81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898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xu汉秀青春焕彩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11
禾铭泽（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金益源清洁泡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17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汇百美积雪草清卸亮颜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积雪草清卸亮颜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百美积雪草清卸亮颜滋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2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诺颜净颜倍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2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丝绒慕斯口红C01桃子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40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白垩冰泥清爽平衡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41
广州市杰柏医学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姿莱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丝绒慕斯口红C03御姐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50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皙肌蜜光甘草定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51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粉红芦荟清润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5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馥梓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65
广州悦彤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颜丽多肽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87
广州艾颜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色妍姿茶籽焕彩护发精华油甜橙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90
广州妍如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豪晟集舒畅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91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俏色妍姿茶籽柔顺护发精华油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3994
广州妍如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豪晟集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02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KOUQU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04 广州市蔻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07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伊露活泉水嫩肤透亮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0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伊露活泉水奢养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13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微莱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17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泽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1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1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古泽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1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只影武士角鲨烷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36 广州素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光感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潇雅竹炭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竹炭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竹炭祛黑头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3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MLP BEAUTY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5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爆水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48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芦荟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50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施哲茶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56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芙凯恋寡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58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黑头吸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黑头吸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黑头吸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丹诗氨基酸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7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奥格俪燕窝奢宠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格俪燕窝奢宠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格俪燕窝奢宠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7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JI兰肌多肽修护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79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男士劲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82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莱施哲深层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094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LANJI兰肌多肽修护补水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20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JI兰肌多肽修护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22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 Ⅲ-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4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植物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4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YARA COSMETICS摩洛哥油角蛋白补水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62
广州佐伊娅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肤美玻尿酸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72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植萃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7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ELODIE&JO舒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87
梵可（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季沐兰积雪草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4191 广州子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肤美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04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诗焕颜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13
广州红颜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洛莎滋润马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14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顾姿蔓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青黛蓝铜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青黛蓝铜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青黛蓝铜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盒-蓝
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臻颜舒缓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臻颜舒缓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臻颜舒缓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缘容颜蛋白冻干粉+容颜提升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3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MKNK持久眼线笔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42 广州诺艳化妆品有限公司
IYOUB I'M YOUR BEAUTY益生元修护次
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55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POEM玻尿酸补水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玻尿酸补水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玻尿酸补水竹炭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护清盈草本舒缓液+清盈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64
广州市名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梵希沁肤润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6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施哲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71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木子语诺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77 广州语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elyCat金婵猫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79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梵希腹部养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87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玉丽彩薏仁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8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RETTY MASTER山羊奶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90 广州中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嘉芙莉柏传美美颜冻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93
汉淼医药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宫梵希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9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梵希修护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29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秀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秀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秀姿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VDAHOL橙花胶原蛋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07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梦诗保湿护手霜（甜蜜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11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SEVDAHOL橙花精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13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芙莎烟酰胺维C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16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澳洲坚果油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4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澳洲坚果油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5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维他命蜂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6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维他命蜂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7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椰子牛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29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椰子牛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30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角蛋白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33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角蛋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34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梦诗保湿护手霜（天使棉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37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香肤美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38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诗保湿护手霜（樱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1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香肤美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2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诗保湿护手霜（牛油果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4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SEVDAHOL氨基酸橙花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7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amarry修护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8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49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50g collagen snail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50g collagen snail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50g collagen snail sunbloc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g carrot face and bod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g carrot face and bod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g carrot face and bod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30ml Vitamin C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30ml Vitamin C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30ml Vitamin C fa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JY＇LΛN＇Z津兰熙焕采滢靓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7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120g gold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g gold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g gold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5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dead sea mu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dead sea mu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dead sea mud peel 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milke face and body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milke face and body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ml milke face and body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娇云慕水动力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动力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水动力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0g aloevera black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g aloevera black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20g aloevera black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ml Whitening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ml Whitening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ml Whitening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焕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焕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焕新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丽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00ml Hydrating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ml Hydrating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100ml Hydrating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50g milk armpit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50g milk armpit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50g milk armpit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3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JY＇LΛN＇Z津兰熙水润焕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50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源水润养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60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复活草高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66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享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6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6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68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INVISIBLE CITY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2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INVISIBLE CITY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2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妃享美姿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美姿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美姿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妆姬秀焕颜净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78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任生美盈润美韵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盈润美韵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盈润美韵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净畅清霖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59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主色之迷密罗木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0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植萃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14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５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2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Ａ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６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2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克拉迪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52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妃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56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6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6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妃享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62
广州黄万应堂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卡芬优能邂逅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7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尚科技草本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675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0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昊妍堂益清舒醒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14
广州昊妍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玉雅舒缓修护琉璃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20 广州靓玉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肌底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21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RRG壳聚糖祛黑头套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38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豪晟集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47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欧男酷爽劲能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54
广州永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绿缘萝双头立体修容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57 广州圣美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DAIR贝诗黛儿女士护理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85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德拉维滋养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79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億米丝滑滋润洗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01 广州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刚吉美朵 富勒烯植萃精华液+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26 广州龄易购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醒觉4号养藏芳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29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5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JiBiQuan纪碧泉水凝盈润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62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诗菲儿海藻多效亮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66 广州莹润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嫩肤搓泥宝啫喱（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71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嫩肤搓泥宝啫喱（薰衣草） 粤G妆网备字202020487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瑟休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瑟休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瑟休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焕颜活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19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麦芽紧致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26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焕颜安肤修护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27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LΛN＇Z津兰熙菁萃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35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焕颜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40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茗伊甲油胶 抹色系列（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53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凝菲瓷光焕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55 广州元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钰焕颜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5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DIES 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62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CALLING BEAUTY花不语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64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宜面草本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65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挚爱女神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6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爱女神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6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多肽修护臻颜冰晶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74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sa复活草嘭润逆时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7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飘海藻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海藻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海藻补水保湿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芦荟祛痘亮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芦荟祛痘亮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飘芦荟祛痘亮肤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嫩颜晶粉+嫩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87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之素益生菌特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8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福星焕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焕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焕颜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49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丹参祛痘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0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福星焕颜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焕颜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焕颜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丹参祛痘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3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KADLEN麦卡蒂仑 莹彩植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06 广州卓美贸易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 抹色系列（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15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姿钰焕颜舒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1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滋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21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茗伊甲油胶 抹色系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22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玻尿酸水光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 抹色系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33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姵尔霓控油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69
世堃堂（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sa复活草锁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7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肽美睛彩修护套-肽美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0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肽美睛彩修护套-肽美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1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肽美睛彩修护套-肽美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2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VGHR参姜汁养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3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SIGIOR 眉间抗皱抬头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4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泳辰水杨酸控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8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阳光不锈原花青素紧致眼部精华-原花
青素臻萃精华粉+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91
广州艾思迈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9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9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色因焕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09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汝馨雅颜晶透优皙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晶透优皙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汝馨雅颜晶透优皙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0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4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4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4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ENPTRGOX冻干粉修护系列组合美肌多肽
补水冻干粉+美肌多肽补水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46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PTRGOX冻干粉修护系列组合水光靓颜
净肤冻干粉+水光靓颜净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49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水解蛋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58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福星修护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修护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福星修护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丝绒慕斯口红C06少女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73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妆姬秀多肽修护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8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秒尚妆水杨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秒尚妆水杨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秒尚妆水杨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19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香氛魅惑星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07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丝绒慕斯口红C05淘气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11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 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1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二裂酵母视黄醇幻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1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美眸深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3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丝绒慕斯口红C02枫叶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41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臻颜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臻颜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臻颜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sa复活草肌能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4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幼肌平衡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61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萌缔爱婴儿山茶油倍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71
广州婴雄联萌日用品有限公
司

新妆宜面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7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VHA蜂蜜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蜂蜜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蜂蜜牛奶嫩滑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052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保湿箐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0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0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草本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09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1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MIFU秘肤冰淇淋轻柔香蕉嫩滑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1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FU秘肤冰淇淋甜蜜草莓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1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半月浮生精准出击眼线液笔 03粉紫登
场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20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花茜茜花蕊柔雾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22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还原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7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蓝铜肽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74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誓秀紧致润弹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77
广州誓秀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玛姗缔抚痕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89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扮梦宣颜炫目睛采双头眉笔05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91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炫目睛采双头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92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炫目睛采双头眉笔03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93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炫目睛采双头眉笔02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95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炫目睛采双头眉笔01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2020539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小金桃眉笔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01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小金桃眉笔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02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小金桃眉笔03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05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佩欧妮氨芯氧肤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20 广州创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么么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28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多效护理冻干粉+多效护理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7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贝丹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贝丹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贝丹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49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50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艾姜君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伊玫姿凝时细肤黄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5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洋甘菊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62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魅力韵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6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纷瑞源皙凝萃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70 广州为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瓶透明质酸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72 广州曼德泰勒商贸有限公司
绿植茵子烟酰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7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粉+嫩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粉+嫩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粉+嫩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然美肌多肽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多肽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多肽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懿美 富勒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懿美 富勒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懿美 富勒烯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Ⅴ-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 Ⅳ-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49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Ⅵ-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Ⅵ 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Ⅰ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Ⅷ-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Ⅸ-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华液Ⅶ Ⅲ-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 Ⅴ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 Ⅶ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0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NAIWO耐沃茶多酚清爽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20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USCX 苹果干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USCX 苹果干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USCX 苹果干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凝蔻纳光组合-纳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40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6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轻奢优肌精粹套-轻奢优
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0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OOX 氨基酸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3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蕊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6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水动力活氧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1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奢华草本姜养套草本养护油（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蓝光修护眼霜+琉璃眼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蓝光修护眼霜+琉璃眼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蓝光修护眼霜+琉璃眼精华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澎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澎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澎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轻奢优肌精粹套-轻奢优
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599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51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C免洗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52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花雅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5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精准出击眼线液笔 02酷棕逆
袭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54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6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微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0 广州祥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复合精华
+MY·BEAUTY FACE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复合精华
+MY·BEAUTY FACE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烟酰胺复合精华
+MY·BEAUTY FACE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按摩油I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LD super hydrating glacier wate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super hydrating glacier wate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super hydrating glacier water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虾青素修护粉+透肌密码 虾
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虾青素修护粉+透肌密码 虾
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虾青素修护粉+透肌密码 虾
青素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6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根康咪蜜养护膜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咪蜜养护膜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咪蜜养护膜T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0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然紧致透亮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10
娇美诗（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婵纪益生菌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纪益生菌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纪益生菌烟酰胺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1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WEINI梦薇妮花漾甜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13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黛凝菲童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31 广州元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N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0 广州诗因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DANCE 24K黄金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飞蔻烟酰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3 广州星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dy Tauer CLEANSER  Y8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CLEANSER  Y8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CLEANSER  Y8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4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REMOVER  BL1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REMOVER  BL1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REMOVER  BL1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EXFOLIATING  H7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EXFOLIATING  H7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EXFOLIATING  H7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ualsource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58 广州京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IN氨基酸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64 广州诗因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年匠心紫花地丁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73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娇韵舒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娇韵舒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娇韵舒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7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倍柔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76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臀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臀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臀部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8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Poem赖氨酸多肽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赖氨酸多肽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赖氨酸多肽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物明珠蒜素臻萃洗发水（干性）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5
广州永恒奇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和极吾氏 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 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 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79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物明珠蒜素臻萃洗发水（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00
广州永恒奇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和极吾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0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SMI-ER胶原多肽冻干粉+胶原多肽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2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红缘素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2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红缘素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2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红缘素男士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2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HENMILY多效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30
广州恒美丽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活力鳄鳄鱼油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3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39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蓓瑞时光幻变套组-时光幻变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4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怡海藻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47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顔靓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5880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最红顔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53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MIR痘肌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57 广州雅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姿兰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5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植婴儿木瓜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6 广州真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黑头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黑头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黑头净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姿美多效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81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aLaa　思雅拉 双色防水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093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5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5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5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ICI鱼子酱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57
广州金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高倩面若桃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58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宫佩臻参首乌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臻参首乌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佩臻参首乌丝滑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享立美多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6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8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恬米鱼子微凝珠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79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卉御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Roudi小柔爱慕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小柔爱慕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小柔爱慕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女王传奇 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8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兴 雪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195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亮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0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亮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0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亮泽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04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壹面姿缘柔滑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07 广州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轻奢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拉迪神经酰胺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28
广州市妍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美明玥草本肌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31 广州明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SHI阿慕施阿慕施焕颜修护套盒-焕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5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恬米裸透隔离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83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美肌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8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美肌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8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美肌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28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伊露胎盘素亮颜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06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晶明人之星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08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丽星化
妆品商行

ianys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1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alactic皮特利亚玫瑰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31
广州市秀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N赋活肌妍系列-赋活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48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欧曼茹云杉双重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49 广州元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觅婲田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53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EOMOU提拉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54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地天泰幸福双宝调理套--幸福双宝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幸福双宝调理套--幸福双宝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幸福双宝调理套--幸福双宝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草堂秘典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60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沫谜寡肽弹润冻干粉+清润护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62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肌玉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7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肌玉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7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肌玉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7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花语颈致美颈套-颈致莹
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8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花语颈致美颈套-美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9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udi小柔爱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小柔爱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小柔爱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399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媛清润净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14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芙韵富勒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1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YFOOLI伊肤莉夜皇后光感提亮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FOOLI伊肤莉夜皇后光感提亮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FOOLI伊肤莉夜皇后光感提亮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芙韵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2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清透水润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35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Bdi美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40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di美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40
广州迈菲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丝滑奇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4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丝滑奇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4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丝滑奇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4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蔻天姿微晶靓肤组合-多肽臻颜修护
液+海藻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5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MILY多效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55
广州恒美丽光电科技有限公
司

金益源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63
金益源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肌芙韵水凝莹润爆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83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87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活力鳄鳄鱼油修护润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93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秋·焕颜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49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玛嘉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04
广州市博美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诗谜玻尿酸水光盈润护肤套-玻尿酸
水光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06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氧生美草本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生美草本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生美草本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伊魅娇人 蜗牛童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2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伊魅娇人 蜗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3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i惜蜜墨藻保湿舒缓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6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茶树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茶树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茶树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挖色水份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47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妃德幼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5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晓玛嘉烟酰胺樱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56
广州市博美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芙兰莉星钻魅眼闪眼影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577 广州美芙兰莉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谜玻尿酸水光盈润护肤套-玻尿酸
水光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02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CALLURE SUPERFINE LIQUID 
EYELINER FA-91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0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轻奢优肌精粹套-轻奢优
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08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玛姗缔美肌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16
广州斑玛琪医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百艾云集艾叶檀香亲肤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17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伊魅娇人 蜗牛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25 广州胜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伊露胎盘素嫩滑滋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2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雰蓝风铃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29 广州安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BRP深海鱼油核糖赋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32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纪晞天肌堂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天肌堂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天肌堂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CI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39
广州金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纪晞天肌堂人参虫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4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天肌堂人参虫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4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纪晞天肌堂人参虫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4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玻尿酸水光盈润护肤套-玻尿酸
水光盈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47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VGHR绿钻依兰花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54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SOUL玫瑰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玫瑰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玫瑰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UL玫瑰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60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AGENIUS PRECISION LIQUID 
EYELINER SG-14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6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朴元辅酶Q10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72 广东润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修护舒缓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8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寇侈俪氨基酸养肤洁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89 广州珂姬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芬妮补水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669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荟参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05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AMES-CLOUD TOUCH AHA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0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CLOUD TOUCH AHA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0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CLOUD TOUCH AHA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0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0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橄榄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1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橄榄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1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橄榄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1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榕颜社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83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巧婷温舒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8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岚 顺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90
广州市皇溪宝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U卡优雅清香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95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榕颜社玻尿酸水光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798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榕颜社紧致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00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精沐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04 广州西施坊贸易有限公司
精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06 广州西施坊贸易有限公司
肤姿钰焕颜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0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丝琳植萃香柔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16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35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35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35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MUFONCE慕梵希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39
广州慕梵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温舒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4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酥韵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5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赋活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5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酥韵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6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露滋青春润养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67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AGE男士轻装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80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朵元秀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84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TAST幻想家甲油胶48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92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FANTAST幻想家甲油胶59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94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代妮曼颐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89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00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舒秀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17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元康舒秀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18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2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2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4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RA COSMETICS摩洛哥活性角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48
广州佐伊娅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嫩肤果
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5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嫩肤果
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5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嫩肤果
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57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水光丝
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水光丝
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水光丝
滑倍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65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润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殊梵氨基酸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2 广州俏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Y水感透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5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净畅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699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尔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恒颜焕凝面膜系列-恒颜焕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14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2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玥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38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靓轻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40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芮雅雅靓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46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虞汝 澄糖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50 广州云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皙肤之道回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53 广州善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55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芮雅雅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58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芮雅雅润呵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0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舞怡品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舞怡品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舞怡品墨角藻补水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任生美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生美女性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EOMIRLFEN祖马芬迷人的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71
广州龙行天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朗芮雅雅润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0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潘美净植物润纹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美净植物润纹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潘美净植物润纹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焕颜紧致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多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86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N恒颜焕凝面膜系列-恒颜焕凝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094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姜岚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20
广州市皇溪宝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修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23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宫梵希御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3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赋能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37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冰颜宝丽樱花氨基酸卸妆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38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千竹丽颜粉钻水润不沾杯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39 广州千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4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龄博士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44 广州盛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诗公主珍珠粉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6 广州市伟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植萃丝滑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植萃丝滑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植萃丝滑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虞汝 蜜桃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59 广州云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妆姬秀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6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姬秀草本馨香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72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草堂秘典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77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忆丝琳植萃香柔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187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丝琳植萃香柔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41 广州建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复颜酵母滋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58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朗芮雅雅润眼部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61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烟酰胺
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烟酰胺
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烟酰胺
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7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肤美蔷薇柔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86
广州应许数位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宫梵希胸部御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299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芙韵美肌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32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芙韵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3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施哲倍润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7327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八府堂欢乐时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74 广州汉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香遇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肽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肽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肽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香遇多肽焕颜修护冻干粉+多肽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YRULA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9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9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YRULA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494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LAVGHR绿钻依兰花珍萃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05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值享祛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值享祛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值享祛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3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丽韩龙血万象温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35
广州秀丽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FU秘肤水蜜桃牛奶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4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仟宝阁腰腹清盈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54
千年古方（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vaepomav法珀美玉润修颜膜+玉润修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57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鎏金多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7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RUILI雅瑞丽叉珊藻精华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72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丽韩龙血万象瑜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81
广州秀丽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AE光果甘草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8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8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洛煌笈飞天舞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07691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尚美汇澳洲茶树毛孔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1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泉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2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NARCH YMIR葡萄籽肌源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28
朗乾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美肤大师焕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3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use秋色炫彩奢润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43 广州市金茵贸易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之雅  修护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IYOUB I'M YOUR BEAUTY烟酰胺温泉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5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ianys水凝润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动力光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6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瑞特苦参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74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IWO耐沃茶多酚润养补水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9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梵娜 水漾氨基酸酵素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水漾氨基酸酵素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水漾氨基酸酵素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79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宫梵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0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FAD酵母淡纹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13 广州如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WEINA 拉微娜玻尿酸冻干粉修护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18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多肽焕颜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2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毛孔清洁护理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2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Kr shop眼部多重渗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眼部多重渗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眼部多重渗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澜雪精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澜雪精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澜雪精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美悦美植物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851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RA COSMETICS修护头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01
广州佐伊娅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和极吾氏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1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1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1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豪晟集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19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素美娜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素美娜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素美娜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2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血清蛋白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32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SIMIR美肤焕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44
广州译心初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臻媛焕彩美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46
广州益美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yNew BN温泉泡泡弹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48
广东美质新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血清蛋白水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5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黛净颜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5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江水月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59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血清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60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血清蛋白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6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芈凝润滋养护手霜（甜蜜热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6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凝润滋养护手霜（初绽橙花）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67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芈凝润滋养护手霜（清新邂逅）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6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束优品凝时恒润菁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72 广东坤宁药业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Ⅲ Ⅱ-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 Ⅵ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Ⅵ 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洁面膏NⅦ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油Ⅴ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纯然美肌 仙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仙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仙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8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臀部养护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20799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YOUB I'M YOUR BEAUTY多重胶原蛋白
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01
广州市艾羽菲化妆品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0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摩登亮颜烘焙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28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茱莉雅图老姜王强韧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45 广州市瑞珈化妆品有限公司
两片瑶能量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46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PK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璀璨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璀璨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璀璨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3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玫瑰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玫瑰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笙玫瑰精油+叶笙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05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0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芬蘭胎盘素贵妇亮肤锁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芬蘭胎盘素贵妇亮肤锁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芬蘭胎盘素贵妇亮肤锁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精油香氛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精油香氛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精油香氛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芬蘭羊胎素贵妇亮肤保湿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芬蘭羊胎素贵妇亮肤保湿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芬蘭羊胎素贵妇亮肤保湿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GUANGZHOUOUBA姜汁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47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颜娜婴幼儿艾草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58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婴幼儿苦参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61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纯瓶晚间凝时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193 广州曼德泰勒商贸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冰糖奶昔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08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透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透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透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1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UNADA  LOTION  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LOTION  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LOTION  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TONER  2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TONER  2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TONER  2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FOAM CLEANSER 5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FOAM CLEANSER 5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FOAM CLEANSER 5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SHOWER GEL 6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SHOWER GEL 6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SHOWER GEL 6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BODY LOTION 9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BODY LOTION 9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BODY LOTION 9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月享温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3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Kr shop鎏光面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鎏光面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鎏光面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舒润净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ENPTRGOX冻干粉修护系列组合晶透寡肽
修护冻干粉+晶透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4 广州焱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舒润净畅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奢华美肌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奢华美肌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奢华美肌晶透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PK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柔润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虾青素七天日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虾青素七天日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虾青素七天日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佗胡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65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清润森养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70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傲媛温润森养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78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典娅修颜防护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79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慕薇妮净颜清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82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婵轩堂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8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悦心之星- 悦心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0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悦心之星- 悦心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NADA EXFOLIATING 7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EXFOLIATING 7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EXFOLIATING 7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MAKEUP REMOVER 3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MAKEUP REMOVER 3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MAKEUP REMOVER 3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29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肤密码植萃阿胶海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06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米肌蜜光感娇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2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曼妮黛佳 茄子清润泡泡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4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半糖乳酸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半糖乳酸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半糖乳酸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ZD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393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玉韵清净套-玉韵清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胸部养护套-胸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臀部舒养套-臀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净畅舒养套-净畅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爱玉康腹部温护套-腹部温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赋活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瓷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瓷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瓷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1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hou宝后氨基酸樱花洗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21 广州宝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去鳕植物去屑控油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25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法焕彦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32 广州文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灵动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摩颜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44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RN时光向左 睛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49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雪美诗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5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赋活蓝铜肽冻干粉+赋活冻干
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6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芮雅雅润金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78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婷碧泉肩颈畅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48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青春焕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57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色肌肽蛋白修护冻干粉套装-肌肽蛋
白修护冻干粉+肌肽蛋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肌肽蛋白修护冻干粉套装-肌肽蛋
白修护冻干粉+肌肽蛋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肌肽蛋白修护冻干粉套装-肌肽蛋
白修护冻干粉+肌肽蛋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6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植物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植物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植物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ITLE塑缇思提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676
广州美丽传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嘉丽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嘉丽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0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沁润净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卉美植萃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2
广州莱葆时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尚美汇澳洲茶树清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顺滑眼线胶笔（树莓）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1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傲媛清润森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21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戏精顺滑眼线胶笔（金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2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TimerAge晶透修护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27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傲媛沁养森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28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奕姿美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29 广州修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和谐之星- 和谐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30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媛沁养森养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32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和谐之星- 和谐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3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arous黑松龙血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黑松龙血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黑松龙血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植萃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1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木木屋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肌底精华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肌底精华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肌底精华多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5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KU卡优雅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73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沫肤丽优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74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少女时代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7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氨基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8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弥酸奶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9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美之名类蛇毒肽多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95 广州利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红顔冻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96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798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智妍细致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智妍细致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智妍细致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7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LUNADA MOISTURIZING SPRAY 1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MOISTURIZING SPRAY 1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UNADA MOISTURIZING SPRAY 11A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FACE CREAM MU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FACE CREAM MU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FACE CREAM MU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视黄醇逆龄修护冻干粉+视黄醇
逆龄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1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视黄醇逆龄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5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7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视黄醇逆龄复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19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伊甲油胶 抹色系列（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21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VVGJ御龄臻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60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7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傣家美 仟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怡道头皮护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04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九重玻尿酸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13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25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馨喜月净化清透舒润套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3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Ximi惜蜜蜂蜜黄金修护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34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馨喜月舒源滋润套舒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3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黄金滋养撕拉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0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UNIGEL NAIL SYSTEM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6 广州悠丽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馨喜月肩颈舒润套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8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木木屋焕美肌萃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焕美肌萃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焕美肌萃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4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喜月肩颈舒润套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54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馨喜月肩颈舒润套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5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眼部呵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6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62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二裂酵母细嫩毛孔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二裂酵母细嫩毛孔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二裂酵母细嫩毛孔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诗秘类蛇毒肽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类蛇毒肽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类蛇毒肽弹力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8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喜月净化清透舒润套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899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PPLM甜心系列甲油胶32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1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娇云慕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茉莉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6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PPLM甜心系列甲油胶18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7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馨喜月舒源滋润套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0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润肤精粹足部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2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润嘉丽嘟嘟新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润嘉丽嘟嘟新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润嘉丽嘟嘟新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31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伊夏肌底精纯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4
广州市西西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喜月花悦呵护套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御千茜肤色还原冻干粉+肤色还原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59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fujiko ponpon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3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PLM甜心系列甲油胶39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5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格诗樱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诗樱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诗樱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6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7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洋甘菊净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81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烟酰胺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8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姿钰焕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09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喜月花悦呵护套花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0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馨喜月花悦呵护套花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11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美姬润芙蔻润肤蔻钻石盈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27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美艺植物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42 广州致美艺美妆有限公司
沫肤丽优润滋养光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52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肤丽优润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57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姿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6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薰衣草舒缓安肤紧致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薰衣草舒缓安肤紧致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薰衣草舒缓安肤紧致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6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火山岩泥清爽控油锁水泥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火山岩泥清爽控油锁水泥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火山岩泥清爽控油锁水泥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84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曼侬柔嫩瓷肌套盒-柔嫩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91 广州市欧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肤丽焕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93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侬柔嫩瓷肌套盒-柔嫩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195 广州市欧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眼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眼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眼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头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1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头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1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炫彩女人帮头部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1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5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冻干面膜+嫩滑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冻干面膜+嫩滑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ENSEYHSC嫩滑修护冻干面膜+嫩滑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眼部臻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眼部臻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眼部臻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烟酰胺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8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KIMUSE去黑头鼻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8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2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木屋平衡肌萃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DAHOL橙花青春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04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酥韵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赋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赋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赋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人棠肌肽臻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酥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4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御腹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4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纳秒提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51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舒润呵护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58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月享温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6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甘澜头皮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64
广州协和新零售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肩颈畅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7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益生菌眼部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媛沁润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85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莱乐萨儿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9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莱乐萨儿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39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傲媛沁润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0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卓植物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2 广州拓步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壹卡姿羊胎素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18
广州臻颜美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ICAO佰草蚕丝护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31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first&every胶原蛋白水溶紧致美颜贴
（局部用）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39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贞艾易生舒畅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畅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畅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芙兰富勒烯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2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润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4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苏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1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5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芙兰富勒烯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4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柔润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2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若兮草本亮颜净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若兮草本亮颜净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若兮草本亮颜净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4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嫩肤搓泥宝啫喱（牛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0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YAGIE雅姬琉光凝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05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0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0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ailijumei水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07 广州市枫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回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40
广州鑫马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Andy Tauer FACE CREAM Y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FACE CREAM Y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FACE CREAM Y13 粤G妆网备字20202095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润颜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36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珈美眼部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3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花语颈致美颈套-花语颈
致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7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诗秘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米粒婴儿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2 广州栢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面膜粉+面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面膜粉+面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草本面膜粉+面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颜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颜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颜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8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皙肌因修护组合-肌因修护水+肌因修
护溶媒液+肌因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皙肌因修护组合-肌因修护水+肌因修
护溶媒液+肌因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皙肌因修护组合-肌因修护水+肌因修
护溶媒液+肌因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皙肌因修护组合-肌因修护水+肌因修
护溶媒液+肌因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传奇蓝光修护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5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地天泰粉红关爱调理套--粉红关爱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粉红关爱调理套--粉红关爱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粉红关爱调理套--粉红关爱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6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传奇蓝光修护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21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最红顔靓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23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膜传奇蓝光修护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26
广州泽莲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焕采亮泽小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30 广州坤斯朵丽贸易有限公司

咩咩的家净颜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36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娇沐希草本植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38
广州市白云区艾尚莉化妆品
厂

余小妆深水润肤糖培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45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小妆深水润肤糖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5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细致毛孔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5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烟酰胺植物精华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64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6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肤尼尔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3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蝶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传奇靓颜嫩肤冻干粉+靓颜嫩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799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亿秀生姜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03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亿秀复合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05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樱花莹润提亮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1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樱花莹润提亮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1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樱花莹润提亮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1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秀复合精油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15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富勒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2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2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蔷薇悦颜修护冻干粉+悦颜修护溶酶
液+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26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宫百合悦颜修护冻干粉+悦颜修护溶酶
液+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28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烟酰胺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2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3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E舒缓保湿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31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紧致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33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谷胱甘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4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金钻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金钻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金钻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4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碧海云纱玫瑰精油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47
广州市艾霖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卡倪烟酰胺水嫩丝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60
广州美福健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半月浮生眼绎本色十二色眼影盘 03酷
飒黛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62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万歌尼舒爽柔肤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7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舒爽柔肤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7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舒爽柔肤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70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透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7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番番云净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84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虾青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虾青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虾青素靓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8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亮肤冻干粉+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95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保湿紧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9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番番云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899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净化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06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LANGQI乐朗奇 微醺晚香奢润烫染修
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10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1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呼颜本色赋活肌初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4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姿莲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肽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47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B02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5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你的角色逆龄多肽粉+逆龄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的角色逆龄多肽粉+逆龄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你的角色逆龄多肽粉+逆龄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修护冻干粉+芙尔蔓逆
龄时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修护冻干粉+芙尔蔓逆
龄时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修护冻干粉+芙尔蔓逆
龄时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7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复活草水润亮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8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蕊盈觅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91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之臻日夜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唐之臻日夜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唐之臻日夜透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09996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帝蔓莎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IFIELD 玫瑰蜜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 玫瑰蜜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UTIFIELD 玫瑰蜜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修护蜜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修护蜜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修护蜜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 NI GE菲妮格瓷娃娃多肽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 NI GE菲妮格瓷娃娃多肽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 NI GE菲妮格瓷娃娃多肽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YANYOFU鱼子酱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呼颜本色赋活肌初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3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昆盈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57
昆丝蓝博（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irst&every舒缓修护臻颜双层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60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婷碧泉月享温舒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6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两片瑶三花源真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071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尊享黄金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00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时光臻享玫瑰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03 广州浩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多肽冻干粉+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传奇多肽冻干粉+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传奇多肽冻干粉+多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0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芳丹烟酰胺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1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芳丹烟酰胺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1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芳丹烟酰胺水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1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ENGE傲晨净颜修护紧致组合六胜肽
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23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美致时分花仙子亮透焕
颜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35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呼颜本色赋活肌初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3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AZING YOURS美致时分花仙子舒缓修
护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69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葆玛之谜大麻叶氨基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大麻叶氨基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玛之谜大麻叶氨基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智养堂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淋淋养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青春臻致明眸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88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徽堂冻龄水活舒缓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95
广州香葆黎菲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肌立嘉烟酰胺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29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VACTSM臻颜亮肤精华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07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UEEN·STORY花语颈致美颈套-养颜焕
肤靓颈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1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鳄鳄鱼油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24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27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校花秘语去角质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31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舒缓安护晶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36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慕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慕兰酥雪养护套-醍香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闺媛肌底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60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一丝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7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7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7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桃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桃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桃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玫瑰花瓣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8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焕颜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焕颜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焕颜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9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毛孔净透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93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花语颈致美颈套-颈致美
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39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花萃水漾活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09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陆十六积雪草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13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伊丹诗腰腹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17 广州珉捷贸易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凡士林润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2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黛宠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奢黛宠深层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2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植美悦 ZMAYOO赋活逆龄紧致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2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 ZMAYOO素颜菁萃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42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西北女人紧致赋活拉丝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4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4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TIZI缇姿赋颜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61
广州精粹堂生物制药有限公
司

若翔美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63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霏蒂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6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66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6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说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6 广州和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加拿大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7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霏蒂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79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桂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桂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桂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安瓶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安瓶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安瓶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甘露珍宝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84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二八年华专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9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二八年华专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9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LORCUBE千色集玩趣迷你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494 广州市乐美创贸易有限公司

美闺媛肌底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05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香雅金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07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香雅 金古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11 广州佳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诺芙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1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1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1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玉润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玉润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坤宫玉润补水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鑫堂轻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31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玉发美堂植物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33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羡白仟恣伊人活肌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37 广州柏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瑟蕾娜八杯水动力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4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茹寡肽立体修护冻干粉套-寡肽立体
修护冻干粉+寡肽立体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54 广州尚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肤莎莹润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莹润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莹润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59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肤莎补水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补水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补水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小陌海茴香积雪草水光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2
尔沫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婴美肤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3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两片瑶能量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6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CTSM多肽胶原精华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68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馥丝雅烟酰胺补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72 广州骁楚贸易有限公司

澜语生物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7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氨基酸透靓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氨基酸透靓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氨基酸透靓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尔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两片瑶三花源真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92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95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ITLE塑缇思能量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597
广州美丽传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秒芊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0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梵际小分子蛋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12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金丽尚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1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丽尚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2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丽尚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2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丽尚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2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绿茶柔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80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肩颈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8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GNSIMIR胶原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87
广州译心初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婴美肤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690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暨肤态度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04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13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Qingke清克私人订制玫瑰润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23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氨基酸补水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24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旧迷楼二十四节气组合香水【秋】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2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态度美肌焕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29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旧迷楼二十四节气组合香水【夏】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3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态度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35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旧迷楼二十四节气组合香水【春】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3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薰衣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4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薰衣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4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诺芙薰衣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4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二十四节气组合香水【冬】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50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科娜密集修护嫩肤套盒-嫩肤润养平
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52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密集修护嫩肤套盒-密集多元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54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态度美肌焕颜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58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恬米水感净柔洗卸洁容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60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水漾舒润保湿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6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白蔷薇悦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7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76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舒缓安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79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净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8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百合悦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82 广州樱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天使润泉玻色因焕活盈润美肌套盒
-玻色因VC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87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耐沃茶多酚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95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7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天使润泉玻色因焕活盈润美肌套盒
-玻色因焕活柔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01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爱尚天使润泉玻色因焕活盈润美肌套盒
-玻色因盈润舒缓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03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爱尚天使润泉玻色因焕活盈润美肌套盒
-玻色因焕活修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07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巧婷温舒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1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1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尔纤美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1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臻媛焕彩美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28
广州益美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韵舒紧致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3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韵散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3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轩堂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4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鑫堂净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4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臻金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56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清滢柔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57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臻金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58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毛孔收缩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59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恋时尚 奢华玫瑰修护睡眠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6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臻金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69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0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媛温润森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5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甘露珍宝灵芝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79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太极佰草灵肌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81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琪丽人蚕丝蛋白修护素（精萃丝滑）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83 广州紫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挚爱女神逆龄修护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8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灵肌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9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舒缓靓颜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舒缓靓颜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舒缓靓颜霜（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89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榕颜社水杨酸祛痘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19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焕颜嘭润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焕颜嘭润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焕颜嘭润霜（晚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舒润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璀璨玻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璀璨玻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璀璨玻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2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秒芊草本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3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秒芊草本轻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3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思尔乐腰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3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焕采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3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畅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4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黄金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黄金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黄金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花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花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樱花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媛亮采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6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媛亮采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57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莎竹炭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竹炭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竹炭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6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菠菜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菠菜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莎菠菜精华软膜粉+晶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光感奢润气垫CC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4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捷曼美肌湿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捷曼美肌湿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捷曼美肌湿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7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诗华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向日葵滋养防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8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娜滋莲类蛇毒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9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娜滋莲类蛇毒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9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娜滋莲类蛇毒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099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NSIMIR静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01
广州译心初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野之然紫苏薰衣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0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03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05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09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11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畅妤逆龄焕颜素+逆龄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12
锦绣畅妤（广州）日化科技
有限公司

依黛芳娇九肽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1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畅之星- 舒畅乳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2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尔雅植物魔方焕颜淡纹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39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4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4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4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思美二八年华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4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思美二八年华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48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美荟芳香舒活乳A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59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 ZMAYOO 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
粉+紧致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60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睿言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6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姜岚持久留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71
广州市皇溪宝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婲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77 广州雄兴汇贸易有限公司
余小妆深水润肤糖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79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美红景天亮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91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侬柔嫩瓷肌套盒-柔嫩瓷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093 广州市欧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发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发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朵拉香氛润发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秀复合精油香氛修复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34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养堂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3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BO氨基酸温和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6 广州爵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灸煌腰臀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47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灸煌颈肩植萃舒缓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1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之潤羊毛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茵之潤羊毛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茵之潤羊毛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茵之潤羊毛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苗灸煌玉腹娇润滋养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3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小分子胶原蛋白粉+CRITERES
正颜蓝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小分子胶原蛋白粉+CRITERES
正颜蓝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小分子胶原蛋白粉+CRITERES
正颜蓝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FAD焕活抚纹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63 广州如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纪桃花青春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65 广州传梅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谷胱甘肽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75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九重玻尿酸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7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九重玻尿酸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80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瑟夏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84
广州圣米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柔润特护润唇膏（奶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8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CKYFINE果酸透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果酸透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果酸透亮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柔润特护润唇膏（淡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缘堂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多效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119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九重玻尿酸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6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丝语草本去屑净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2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匠馨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馨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馨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RT-Ⅱ童颜盈润修护冻干粉+童颜盈润修
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78
广东暨研科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熹美佳人氨基酸玫瑰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90
广东熹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熹美佳人烟酰胺亮颜焕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291
广东熹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肤密码21天焕颜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0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畅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1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KU卡优雅润养光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64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净之星- 舒净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6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净畅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6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赋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6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枝臻肌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72 广州懿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仟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婷碧泉畅尤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8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肩颈畅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8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米肌蜜光感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390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诺斯莉 凝亮嫩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0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芸多肽焕颜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13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bollin凤凰油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17
广州市生太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泥膜N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2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 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2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卸妆乳N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2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卸妆水N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2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Ⅰ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Ⅴ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Ⅴ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Ⅳ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Ⅲ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ⅡⅢ-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ⅡⅡ-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3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ⅡⅠ-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4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Colorful saintly 早安芦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69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rful saintly 夜晚白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7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绿茶冰肌清洁保湿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47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 ZMAYOO素颜菁萃液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04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美悦 ZMAYOO素颜菁萃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0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JOXLOVER邂逅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2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浪漫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4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匠馨源泡浴粉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馨源泡浴粉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匠馨源泡浴粉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晋颜玉妮多肽能量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6 广州汉琅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芳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醍芙香潤水养芳华养护套-醍香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娜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娜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诗娜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和世家滋润净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8
广州源和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汇德国蓝甘菊保湿DD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2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火莲香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39 广州香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LD retinol brightening anti-
ag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retinol brightening anti-
ag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retinol brightening anti-
ag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4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WEINI梦薇妮无人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43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水泊琳VC焕彩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49 广州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SV玻色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53 广州雪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婕肤尼尔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55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开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5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莹润亮颜冻干粉+瓷肌优炫莹
润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2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悦 ZMAYOO龙胆植萃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4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全肤密码柔柔滑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5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溶媒液+鲜肌靓颜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溶媒液+鲜肌靓颜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靓颜溶媒液+鲜肌靓颜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鲜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雅词极光美钻补水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0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0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西柚牛奶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西柚牛奶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西柚牛奶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1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泉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20
广州市神样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EFFI CARNNY龟胶雪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龟胶雪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龟胶雪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O=OI复活草肌肤保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76
博士邦（广州）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草本精华系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醒觉1号复苏芳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89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来悦好倍安修护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699 广州市明魅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天泰春享苏活调理套--春享苏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春享苏活调理套--春享苏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春享苏活调理套--春享苏活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元动力调理套--元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元动力调理套--元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元动力调理套--元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词樱花嫩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1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舒格补水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31 广州酵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耐沃茶多酚补水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4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朗芮雅雅润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50
广州朗馨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澜语虾青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5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廷生汉方姜艾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62 广州捷鑫创意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赋活焕颜原生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赋活焕颜原生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赋活焕颜原生精华液（4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6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娜姿 微肽多效瓷颜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微肽多效瓷颜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微肽多效瓷颜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翠氨基酸水漾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6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 澳洲茶树亮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依 黑啤酒男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79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VACTSM蛇毒肽活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81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澳洲茶树清爽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8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天泰乐通舒活调理套--乐通舒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乐通舒活调理套--乐通舒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乐通舒活调理套--乐通舒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7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IRYDISE盈润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13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名汐 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41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芊芊姿颜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姿颜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恋时尚奢华玫瑰水润密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51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芸多肽焕颜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54 广州兰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悦 ZMAYOO植萃修护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60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first&every多肽紧致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64
广州新锐盟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巧婷赋活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7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尔linger男士氨基酸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7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强韧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7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赋活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7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8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8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8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8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沫肤丽焕采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886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靓肤焕颜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堂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堂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美堂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珈儿 富勒烯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珈儿 富勒烯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珈儿 富勒烯能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1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婷清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肤密码草本沐浴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浓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浓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悦活新生眼部浓缩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秀姿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御宝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3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御宝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3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臀部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3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肩颈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4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腹部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4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YDISE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58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ISM润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59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ISM水光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61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迪黛思活力草本养护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7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3#自然
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83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2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8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Salma 保湿修护洁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8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火山矿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9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MAKEUP REMOVER H3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MAKEUP REMOVER H3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MAKEUP REMOVER H3 粤G妆网备字202021199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茸秘密眼部紧致抚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04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草本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草本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黛美姬草本活力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肤尼尔童颜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07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唯美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10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泊琳亮肤润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12 广州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畅尤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16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舒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21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23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2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25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畅尤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27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YDISE深层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31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舒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32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熊果苷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熊果苷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之密熊果苷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3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暨美肌源薇美紧致提升冻干粉+薇美紧
致提升溶媒液+薇美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48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唯美茶树理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66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LYZI  花青素焕颜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花青素焕颜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花青素焕颜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20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舒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86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肌源焕颜逆龄冻干粉+焕颜逆龄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87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善养康娇俏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89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DOEQIVE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94
广州市圣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允斌侧柏叶氨基酸头皮洗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96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肌源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198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臀部舒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0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肌源薇美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02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唯美葡萄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07
广州素唯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肌源锦绣纤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17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堂本咖啡因醒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18
广州娜娜米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蔓护清盈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20
广州市名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肤密码草本精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23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茶树精油修护啫喱（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茶树精油修护啫喱（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茶树精油修护啫喱（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OU岚透菁纯精华隔离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33
广州市欧卡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美荟芳香舒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45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丝滑轻透持妆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4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植源多效修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54 广州舒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0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冻干粉+富勒烯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冻干粉+富勒烯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冻干粉+富勒烯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富勒烯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ENGWEINI梦薇妮蓝风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67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MENGWEINI梦薇妮蔚蓝男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72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康之本草本洗护二合一洗发浸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88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美肤大师密码净颜调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9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菡妆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9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菡妆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9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菡妆富勒烯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29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榕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0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婕肤尼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09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1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1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1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2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DAHOL橙花青春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27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肤密码阿胶黑芝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28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娜璐焕能沁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35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3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CRS焕采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4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紧致胶原套盒黄金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5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4）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4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碧晨莹润瓷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0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5）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5）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55）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5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6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6）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6）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26）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0）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0）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70）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5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8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洁净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8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Dsa复活草嘭润波波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8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熙娅雪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熙娅雪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熙娅雪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39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堂本小分子玻尿酸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15
广州娜娜米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梵晳美玻尿酸玫瑰花水护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20
广州市梵颜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盈珂烟酰胺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25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ivirgo女性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34 广州玩色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OMECH 命运之神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38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抖梵皙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3
广州蒂梵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榕美肤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美肤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美肤美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DERRE COCO黛瑞可可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RE COCO黛瑞可可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ERRE COCO黛瑞可可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5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WEINI梦薇妮英国梨与小苍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49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黛曼普DAIMANPU轻盈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54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养堂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55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桃心颜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64 广州桃心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OMECH 自由放飞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75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斛妖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水光修护冻干粉+水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养堂海藻糖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86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美荟芳香舒活乳B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90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养堂烟酰胺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9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凡清爽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492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11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AZIR卡兹尔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AZIR卡兹尔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KAZIR卡兹尔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水+寡肽
补水嫩滑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水+寡肽
补水嫩滑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水+寡肽
补水嫩滑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2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水润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艾草养护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艾草养护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艾草养护植萃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平衡养护套组-生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4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4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臻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4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5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5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嫩贵妃蓝铜肽舒润修护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58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 芦荟小分子团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7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ICAO 佰草护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72
佰草世家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花野之然山茶花牛油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7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ISSON肌初焕颜课程— —肌初焕颜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88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刺梨舒缓亲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593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容月貌 焕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焕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焕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0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蒲公英盈润舒享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09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紫草清新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16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意灵芝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18
广州市和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荞麦深润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0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S焕采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3 广州煌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斛妖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凡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29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御千茜肌底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32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面部紧致尊享套装-面部紧
致尊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4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 营养靓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48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谷胱甘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谷胱甘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谷胱甘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玉佳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50
广州恒玉佳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斛妖石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石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石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面部紧致尊享套装-面部紧
致尊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5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蓝铜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草净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65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血清蛋白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69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养堂男士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2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空气蜜粉（02 伦敦
面纱/透明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3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韵美逆龄系列-韵美逆龄精
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空气蜜粉（01 巴黎
晨光/ 自然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6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氨基酸浓缩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氨基酸浓缩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氨基酸浓缩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0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
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
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
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补水嫩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婲抗衰紧致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19 广州雄兴汇贸易有限公司
MOISSON肌初焕颜课程— —肌初焕颜舒
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3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水+玻尿
酸钠亮肤臻颜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水+玻尿
酸钠亮肤臻颜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水+玻尿
酸钠亮肤臻颜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5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2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BODY LOTION MU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BODY LOTION MU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BODY LOTION MU7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清之星- 舒清乳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2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RASO BODY LOTION HL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HL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BODY LOTION HL9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FACIAL CLEANSER HL8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FACIAL CLEANSER HL8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FACIAL CLEANSER HL8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TONER H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TONER H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TONER H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LOTION H1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LOTION H1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LOTION H1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AUTO BROWS PEN FA18-02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AUTO BROWS PEN FA18-0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AUTO BROWS PEN FA18-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GOLD serum vitamin C whitening 
brighten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serum vitamin C whitening 
brighten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 serum vitamin C whitening 
brighten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INTENSE LIQUID ETELINER 
PEN FA-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5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梵罗娜舒缓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茉玻尿酸晶润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68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6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6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亮肤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6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娜多富勒烯臻养恒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76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7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美肌净肤精华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83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茉玻尿酸晶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85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水+玻尿
酸钠嫩肤修护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水+玻尿
酸钠嫩肤修护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水+玻尿
酸钠嫩肤修护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88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79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意灵芝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0
广州市和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依克多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依克多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依克多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益生菌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0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颜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颜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美颜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1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2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2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2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ari-jyu玛莉甲油胶100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36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ari-jyu玛莉甲油胶128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37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芙青春臻致眼部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40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丽绮光感奢润气垫CC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44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盈润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盈润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容月貌 盈润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85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TENATURAL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0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千茜氨基酸温和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5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甘露珍宝祛痘净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8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十颜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19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臻宝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2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臻宝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3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茉玻尿酸晶润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33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碧泉臻宝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4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金缕梅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丝柔流畅持妆眼线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御宝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299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水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水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熊果苷水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眼部亮采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眼部亮采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眼部亮采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美肌净肤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4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佳草本玉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08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17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玻色因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1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0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舒缓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舒缓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水凝舒缓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巧婷姜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姜艾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2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美红景天亮颜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30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美红景天亮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33 广州梵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柔畅勾勒双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35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积雪草美肌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39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巧婷姜艾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4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罗娜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4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正堂清润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0
广州艾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正堂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4
广州艾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正堂清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6
广州艾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莹润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素玥黄金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8 广州素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畅之星- 舒畅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5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isheroYo莹焕清痘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63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清之星- 舒清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6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蒂斯奇迹至美青春舒净之星- 舒净乳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6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牛奶润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6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芦荟滋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6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山羊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7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润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润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艾易生舒润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09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缘柔植萃氨基酸莹润补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04 广州金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枝首乌舒感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25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电动洗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电动洗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电动洗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LIAO玻尿酸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4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MALIAO玫瑰精萃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6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L′SPHERE伦敦圈层蓬松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38
洛芬（广州）国际贸易有限
公司

希逅幼颜美肤冻干粉+希逅幼颜美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62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欧洲椴花多效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欧洲椴花多效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欧洲椴花多效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7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iss Cleansing milk  BL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Cleansing milk  BL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liss Cleansing milk  BL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HAMPOO TA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HAMPOO TA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HAMPOO TA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CONDITIONER TA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CONDITIONER TA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CONDITIONER TA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HAIR MASK TA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HAIR MASK TA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HAIR MASK TA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YOGICARE HAIR CARE SET 9S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YOGICARE HAIR CARE SET 9S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YOGICARE HAIR CARE SET 9S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8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7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4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4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4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5

粤G妆网备字202021319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6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逅细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3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益生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逅嫩颜美肌冻干粉+希逅嫩颜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08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7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8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89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9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9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Silver matte liquid 
lipstick C90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1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PUMPKIN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PUMPKIN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PUMPKIN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滋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滋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雪芙滋养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多肽紧致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30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番番云深层保湿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31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玻色因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4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玻色因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4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彩名典烟酰胺玻色因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41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骆驼奶柔润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骆驼奶柔润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骆驼奶柔润细嫩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5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4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4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HAIR MASK B43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42 粤G妆网备字20202132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UTYTO美途多效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12 广州泰源化工有限公司
妍贵希魅惑晶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1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畅培优黄金护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21 广州源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ISSON肌初焕颜课程— —肌初焕颜舒
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41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缘柔植萃氨基酸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43 广州金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4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4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41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ARUILI雅瑞丽麦芽紧致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58
广州菲梵仙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姬秀植颜青春组合多肽修护臻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6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源堂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7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润芙茶籽角鲨烯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74
广州意天一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柳色岑香草本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7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暨妍美紧致提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387 广州晗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俏公主星座守护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星座守护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星座守护雨衣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0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红茉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07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蜜儿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17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翼颜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2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2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2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诗泽逆龄美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23
广州琪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尚天使润泉玻色因焕活盈润美肌套盒
-玻色因卸洗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27
广州沛泉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井禾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41 梵瑞（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Ymeyfan Acne Rejuvena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meyfan Acne Rejuvena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Ymeyfan Acne Rejuvenation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5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婴幼儿茵陈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54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UTYTO美途凝润奢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55 广州泰源化工有限公司

芙颜娜婴幼儿山药泡澡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7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紧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紧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胶原蛋白紧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契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契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闺媛依克多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35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缘柔植萃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36 广州金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ya LAMYACH菲兰雅诗水杨酸净痘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51
广州市菲兰雅诗贸易有限公
司

BUTYTO美途摩登动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58 广州泰源化工有限公司
黛凝菲小灯泡隐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60 广州元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漾盈润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64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森邻蓝铜胜肽焕颜修护套蓝铜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82 广州美吖小坊贸易有限公司

保萱奢宠逆龄系列-逆龄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8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岁月静好套组- 岁月静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9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菲炎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菲炎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9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萱岁月静好套组- 岁月静好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597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诗泽逆龄美肌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06
广州琪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ty&Clov贝茵希倾城之恋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11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灸煌胸部滋润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13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至臻
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至臻
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至臻
舒缓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闺媛小分子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28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花间水月系列隔离定妆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32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紫色别惹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紫色别惹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紫色别惹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4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蓝色来撩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蓝色来撩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蓝色来撩我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5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源净赋活能量冻干粉+赋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黑色萌宝宝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黑色萌宝宝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碧妆看心情睫毛膏黑色萌宝宝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源净赋活能量丰盈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净颜焕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69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韩雅诗丝绒耀彩六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71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ZHIYA珂芝雅九胜肽滋养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92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69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修颜光感丝滑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02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织颜妆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织颜妆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织颜妆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0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光甘凝脂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光甘凝脂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光甘凝脂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ty&Clov贝茵希甜蜜邂逅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19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诗泽逆龄美肌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23
广州琪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嘉麗修颜冻龄奢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27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修颜冻龄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28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修颜冻龄嘭嘭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35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修颜冻龄赋润妍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36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修颜冻龄嘭弹莹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4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BAESS芭蒂诗甜蜜樱花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48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悦 ZMAYOO龙胆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49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BBAESS芭蒂诗金黄洋甘菊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50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DLXR黛莱星儿蓝铜胜肽御龄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52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ywha韩嬟甜蜜樱花晶莹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754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美臣活颜修护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20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闺媛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21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雨荷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30
广州市曼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宝阁 清盈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33
千年古方（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润植萃新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38 广州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IOR 立体修颜紧致提升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61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轻奢优肌精粹套-轻奢优
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62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秀雷斯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65
广州俪仁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呈祥寡肽安缓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安缓修护冻干粉+安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69
广州市花呈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博能紧致冰晶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81
广州圣力生物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圣博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86
广州圣力生物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美诗泽逆龄美肌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89
广州琪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诗泽逆龄美肌靓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892
广州琪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草奢养轻柔亮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03 广州市白云区华慧化妆品厂
MOISSON肌初焕颜课程— —肌初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05 广州美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凝时肌活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凝时肌活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凝时肌活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0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歌尼魅惑香氛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魅惑香氛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歌尼魅惑香氛型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RRIS虾青素水润保湿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2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虾青素水润保湿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2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RRIS虾青素水润保湿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21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希逅幼颜青春液+希逅幼颜青春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36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珈美清蓝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40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面飞龙激韧强塑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42 广州我要高飞贸易有限公司

暨新颜菩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5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QZHIRUN谷泉植润氨基酸护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80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最红顔 奢宠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85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美闺媛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87
广州市鼎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鹿小草玫瑰纯静多效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90
广州聚美惠众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9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婷血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39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婲痘肌肌底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4 广州雄兴汇贸易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富勒烯酵母多肽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觉3号清润芳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36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醒觉2号花集芳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43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保湿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46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晨萃净润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晨萃净润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晨萃净润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SM光采沁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5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头部草本养护套-头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蔻牛油果滋养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68
广州花之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水感清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77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晴彩出众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83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秀薇哑光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85 广州睛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烈焰黑金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87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柔焦雾面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88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秀薇永恒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89 广州睛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nees boite时间盒魅惑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1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轻畅草本养护套-轻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秀薇终端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4 广州睛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滋圆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6 广州博尚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RPα-熊果苷抗坏血酸双重滢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1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肩颈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傣家美 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傣家美 清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纤连蛋
白冻干粉+抗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纤连蛋
白冻干粉+抗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feishi佩菲诗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
逆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纤连蛋
白冻干粉+抗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茉玻色因晶亮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0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柳叶绣春美容养颜贵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5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臻效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19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舒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30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舒草本养护套-畅舒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HUANUS梦幻女神闪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39 广州卡妃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畅快草本养护套-畅快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善养康娇俏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57 广州佳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源净赋活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6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萌美日记MENGMEIRIJI活力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76
广州恒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yte安语堂美肌修护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84
广州市安语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娜名媛芦荟清爽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199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诗曼嘉凝时童颜精华奶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0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凝时童颜精华奶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0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凝时童颜精华奶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0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茉玻色因晶亮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16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淳草本去屑洗剂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27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半月浮生眼绎本色十二色眼影盘 01个
性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3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MUMBAI TONER MU5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TONER MU5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TONER MU5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LOTION MU6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LOTION MU6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LOTION MU6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OWER GEL MU8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OWER GEL MU8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UMBAI SHOWER GEL MU8 粤G妆网备字202021429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FACIAL EXFOLIATING Y7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FACIAL EXFOLIATING Y7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y Tauer FACIAL EXFOLIATING Y7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眼绎本色十二色眼影盘 02自
信亮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24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焕颜盈润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25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BEAUTCARE玻色因弹润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367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达人润泽滋养顺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03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BYS水灵清透粉底液（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13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BYS水灵清透粉底液（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14 广东巨鲲实业控股有限公司

觅适舒缓修护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15
都挺好（广东）文化创意有
限公司

根源堂多效修颜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多效修颜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多效修颜隔离霜（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5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Ⅴ Ⅳ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玫姿芮赋活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42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臀部舒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肤康虾青素靓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8 广州肌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g水漾活妍凝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589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妩彩玫瑰亿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隔离遮瑕养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4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0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颜工坊风润冻龄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12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欧娜名媛清肤净颜焕采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15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水润嫩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19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肤密码氨基酸柔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2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净透亮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0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润肤锁水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2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NGWEINI梦薇妮反转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5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法素茜臻爱铂金龙血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39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C 神经酰胺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41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4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48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双重润肤清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51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水漾润颜美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5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豫玉静颜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瑜宫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性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6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爆水弹润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74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詩倩芳SHIQIANFANG头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87 广州诗倩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肌源润颜紧致冻干粉+润颜紧致溶
媒液+润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93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肌源润颜亮肤冻干粉+润颜亮肤溶
媒液+润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94
广州霄荷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乌集人参头皮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697
广州皆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美玛蒂莎毛孔收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0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yi尤一琳琅凤凰六色双头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15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养堂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18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丝康草本控油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21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如活力净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27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灵眸细滑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4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4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清透焕彩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清透焕彩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清透焕彩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娜丝流光溢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50 广州市黛雅维贸易有限公司
臻金时代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61 广州天霞贸易有限公司
肤丝康生姜原浆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67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净透嫩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净透嫩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净透嫩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2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亮颜冻干粉+能量肽赋活修护
亮颜溶酶液+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亮颜冻干粉+能量肽赋活修护
亮颜溶酶液+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亮颜冻干粉+能量肽赋活修护
亮颜溶酶液+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晶透亮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晶透亮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晶透亮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7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9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9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9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OHS 虾青素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94 广州仟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肌方式一抹净透吸吸洁面棉 粤G妆网备字2020214795 广州变美创新科技有限公司
Mamily小麦多肽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00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娜丝胡萝卜素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01 广州市黛雅维贸易有限公司
Mamily小麦多肽倍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02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mily小麦多肽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05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mily小麦多肽倍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06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1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1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神经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1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水能亮裸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33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洋甘菊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3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草奇缘清痘净颜深海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44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赋活修护亮颜套-能量肽
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清透美肌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65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草奇缘清洁保湿火山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67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工坊多肽胶原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69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桐言记迷迭香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迷迭香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迷迭香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7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娅修颜防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79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8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植萃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植萃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植萃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花仙面部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90
广州市德诺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缇丽马油凝脂保湿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4893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莱娜卓颜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卓颜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娜卓颜润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达人清爽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16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太极佰草灵肌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29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 烟酰胺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 烟酰胺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 烟酰胺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肌肤润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34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北女人 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38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施宝贝草本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40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草焕颜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45 广州美肌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米莉 桦树汁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49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熙肤秀祛屑清爽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祛屑清爽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祛屑清爽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5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滋养丝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滋养丝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滋养丝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61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贝谜莉玫瑰果亮肤焕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71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蒙动恒美套组-蒙动恒美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73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蒙动恒美套组-蒙动恒美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74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谜莉牡丹籽舒缓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78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ILIIBOBO脸部紧致提拉弹力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8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素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素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花榕素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8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熊果苷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花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499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方悦和肌初赋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17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同鑫堂植萃清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清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清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妤菲富勒烯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32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MECH 静谧女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36 广州棼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SM清润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50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modart蛋白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51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润鑫诗筋骨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筋骨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筋骨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7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7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橄榄油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71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紫草肌肤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84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爱玫纳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88 广州双盛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9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9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清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09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M净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03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御秀源肩颈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18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贝维婴儿护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20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JuBiAn巨变神经酰胺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37 广州市庆余化妆品有限公司
JuBiAn巨变神经酰胺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37 广州市庆余化妆品有限公司
JuBiAn巨变神经酰胺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37 广州市庆余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4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焕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49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KASIMAN卡斯曼贵妇香氛营养修护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51 广州润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十颜多肽表皮修护组合套-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54 广州芭堤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蓝酮肽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6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源绿茶冰淇淋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86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然美多肽凝时抗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87 广州萃然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FZA植萃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9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美纳丽胶原蛋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美纳丽胶原蛋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美纳丽胶原蛋白紧致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1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BY轻风密羽柔光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00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枝玫瑰平衡水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12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薇妮粉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14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Folabao益生菌焕肤净颜祛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益生菌焕肤净颜祛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益生菌焕肤净颜祛角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1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御秀源韵源养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28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水语自然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2
水语自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悦黛子多肽水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4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EWO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WO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WO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薇妮迪家真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38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PINKFLASH ALL OVER FACE CONTOUR-
S01 PF-F0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6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ALL OVER FACE CONTOUR-
S02 PF-F0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7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ALL OVER FACE CONTOUR-
H01 PF-F0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7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ALL OVER FACE CONTOUR-
H02 PF-F0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7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奥露菲亚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露菲亚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净颜靓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7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净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净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净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2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0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喜月胸部滋养套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0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百寿康当归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11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百寿康檀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12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百寿康连翘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1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焕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20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YALANBEIGE亞蘭貝格全息水光修护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24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美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爱女神调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4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6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Hoosmu洋甘菊舒缓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时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时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凝时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37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长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长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长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紧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紧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紧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草本清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玫瑰保湿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36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36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36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7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7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7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8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腹部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腹部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腹部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1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亮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亮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雪肌亮颜保湿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45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51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54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清颜秀丽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64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三岁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77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观莲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85 广州市佰偌商贸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CALLURE STAYMAX 10 COLOR 
EYESHADOW PALETTE FA-158

粤G妆网备字202021549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婷碧泉姜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1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华彩熠熠六色眼影（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华彩熠熠六色眼影（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华彩熠熠六色眼影（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芙颜娜臀部滋养套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K-Sir蛇毒焕彩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7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舒缓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8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1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2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21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21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21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35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35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35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HAIR MASK CR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HAIR MASK CR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HAIR MASK CR13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2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生堂牛奶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3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花间水月系列胭脂提亮花瓣腮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37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樱素肌御龄黑金兰花轻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42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护氏乳酸菌白泥净肤战痘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45 广州樱桃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赋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46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48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50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地天泰畅通无忧调理套--畅通无忧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畅通无忧调理套--畅通无忧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畅通无忧调理套--畅通无忧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诗然烟酰胺牛奶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58 广州市怡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宓姿修护组合-欧宓姿修护冻干粉+欧
宓姿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67 广州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STCONMED赋活肽调节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69 广州亮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生堂生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5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尚都瑞新美肌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美肌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都瑞新美肌净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悉檬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79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自然蔻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81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七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93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荆楚龙草本足浴粉八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5598
国医堂中医院（广州）有限
公司

欧宓姿瓷肌组合-欧宓姿瓷肌冻干粉+欧
宓姿瓷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06 广州红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井魔方肌底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3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正宜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宜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宜身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滋养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滋养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滋养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恭肤道依克多因修护养颜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28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氨基酸柔肤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氨基酸柔肤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氨基酸柔肤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氨基酸柔肤洁面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LIGLORIA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3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婴姬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婴姬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婴姬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防水眼影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美肤修润套多肽修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际胶原蛋白弹润焕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胶原蛋白弹润焕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胶原蛋白弹润焕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5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RYDISE盈润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58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臻姿柔樱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5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际寡肽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寡肽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寡肽焕颜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6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喜月胸部滋养套胸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84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馨喜月胸部滋养套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8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OUNAN欧男绅士系列男士固体香膏（#1
蔚蓝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88
广州永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OUNAN欧男绅士系列男士固体香膏（#4
古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89
广州永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OUNAN欧男绅士系列男士固体香膏（#2
旷野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91
广州永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圣美博雅滋润养护套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69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ALIGLORIA蛇床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蛇床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蛇床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0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典娅久悦时尚粉饼（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08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Drve笛乐妃库拉索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1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娅久悦时尚粉饼（自然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15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ALIGLORIA川芎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川芎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川芎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1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的九次元丝柔香氛慕斯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21
大成有爱（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OUNAN欧男绅士系列男士固体香膏（#3
大地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23
广州永晟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圣美博雅胸部滋养套青春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3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蒙芭拉 修颜炫亮双色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修颜炫亮双色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修颜炫亮双色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肩部滋润套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4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抖梵皙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54
广州蒂梵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婲VC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57 广州雄兴汇贸易有限公司
苗灸煌胸部滋润养护套盒-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63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泊国际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6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泊国际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6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黄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75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KASIMAN卡斯曼贵妇香氛柔顺丝滑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793 广州润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KIMUSE爱慕之名持久持色染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26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德瑞草本净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3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KISSMWAH氨基酸蜂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4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爱的九次元香氛美肌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53
大成有爱（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AIRYDISE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57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LOBLEAF核桃营养清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60 广州市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精纯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精纯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精纯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谷里黑莓月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82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添枝丝滑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5883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本清润颜紧致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998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eihuang媚皇类蛇毒肽鲜注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5999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源颐养花期舒清养护霜（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29 广州颐养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亮颜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0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艽缘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2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草本精粹尊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斛妖美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美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美肌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氏娜多富勒烯臻养恒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66 广州蓓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芦荟沁润补水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际 焕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6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河边草轻奢年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097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芙颜娜臀部滋养套臀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0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七层肌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07
七层肌抗衰皮肤研究中心
（广州）有限公司

翼龙健艾元素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翼龙健艾元素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翼龙健艾元素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涵水光芙蓉套水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16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菲水动力调理组合鲜润调理精华液+
水分子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19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堂秘典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28 广州艾美涵商贸有限公司

贝谜莉 鳄鱼油润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37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颜娜胸部滋养套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4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育源草植物精粹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52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馨喜月舒源臻养套舒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5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5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6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亲肤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7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净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77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美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82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水光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88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净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95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观莲净颜清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199 广州市佰偌商贸有限公司
斛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2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妆美润护手霜（山茶花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美润护手霜（山茶花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美润护手霜（山茶花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美婕嫩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0 广州海飞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臻颜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臻颜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臻颜氨基酸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3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色之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媞雅生姜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47
广州圣尼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DANA HAIR MASK CA6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HAIR MASK CA6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HAIR MASK CA6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斯度多肽粉+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多肽粉+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斯度多肽粉+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RDANA CONDITIONER CA6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CONDITIONER CA6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CONDITIONER CA6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5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媞雅栀子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64
广州圣尼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DANA SHAMPOO CA6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SHAMPOO CA6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ARDANA SHAMPOO CA6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亲肤多肽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79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Grass Herb's Natural Fruit Extract 
Healthy hair dye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Grass Herb's Natural Fruit Extract 
Healthy hair dye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Grass Herb's Natural Fruit Extract 
Healthy hair dye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0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van CONDITIONER RV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van CONDITIONER RV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van CONDITIONER RV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50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50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ruit Vinegar Black Gel Color 
500mlx2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4
广州市卓依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3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8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van SHAMPOO RV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van SHAMPOO RV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Rovan SHAMPOO RV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臀部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臀部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臀部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柏岚保湿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4 广州金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滢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滢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滢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铜肽肌底液+斛妖美肤多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铜肽肌底液+斛妖美肤多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斛妖铜肽肌底液+斛妖美肤多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层肌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11
七层肌抗衰皮肤研究中心
（广州）有限公司

艾红象腹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腹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腹部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YP胸部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1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6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6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JYP胸部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26
广州美丽世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美婕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31 广州海飞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涵水光芙蓉套水光芙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46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 蕴泽水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5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二裂酵母眼部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6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M卡莎蜜天空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79 广州仙格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璀璨晶透夜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88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芳素颜多肽修护套-多肽修护冻干粉+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396 广州嘉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萱火山泥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414 广州创运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媞雅生姜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426
广州圣尼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M卡莎蜜黑珍珠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428 广州仙格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美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435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寡肽冻干粉+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4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圣博能紧致嫩肤冻干粉+紧致嫩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51
广州圣力生物医学科技有限
公司

斯琪娜亲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53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玻色因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64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净颜靓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68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焕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69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嫩肤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75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镜花水月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79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兰琴炫彩魅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81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之原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8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之原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8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之原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658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玛迪云纱柔焦空气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0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0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0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美悦立体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0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水嫩净透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09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滋润套-清透水润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15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植物控油洁面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2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帧西龙胆修护洗手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33 广州唯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帧西山茶花洗手液（水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40 广州唯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泊欧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42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暨泊欧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43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Maycare？snail？glycerin？
cream？？125ml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58
广州市白云区美凯尔化妆品
厂

Maycare？snail？glycerin？
cream？？125ml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58
广州市白云区美凯尔化妆品
厂

Maycare？snail？glycerin？
cream？？125ml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58
广州市白云区美凯尔化妆品
厂

暨泊欧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64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暨泊欧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68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焕魅紧致提升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3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暨焕魅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78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暨焕魅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81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花椒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天竹男士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68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FLASH LOCK ALL DAY EYELINER-01 
BLACK PF-E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O03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O02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多元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多元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丽佳人多元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0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蕴泽水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1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P01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1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P03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1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源和世家舒缓丝绒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19
广州源和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NGWEINI梦薇妮小雏菊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23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靓肤冻干粉+保湿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26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艽缘亮肤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27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花间水月系列智美轮廓修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36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玻色因奢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38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净颜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4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花间水月系列天鹅绒修容提亮
高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48
广州市伊兰妮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欧娜名媛蜗牛焕颜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52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妍丽美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57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活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活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活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单胞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单胞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单胞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和世家素颜滢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2
广州源和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源和世家亮颜美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3
广州源和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豫玉静颜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调理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8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暗夜蓝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93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倩堂烟酰胺亮肤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797 广州香川商贸有限公司

至盈铁皮石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05
广州素妍化妆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蕙美康 颐元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美康 颐元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美康 颐元尊享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沫肤丽焕采晶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20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赋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30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灰天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31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海滨小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33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肌肤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37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4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玻色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53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焕魅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83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美蔓蒂臻颜多肽活性尊享套臻颜多肽活
性冻干粉+臻颜多肽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85 广州富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凡清爽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86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斯茉臻萃蜜漾软膜粉+臻萃蜜漾醋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87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悠源净柔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94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蜗牛舒润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8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薇琳蓝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00 广州海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LETTE 臻颜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02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大马士革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0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婴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11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素养婴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16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莼榡 素养婴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19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百寿康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27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modart美颜紧致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28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百寿康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45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美蔓蒂纤连蛋白能量冻干粉组合纤连蛋
白能量冻干粉+纤连蛋白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58 广州富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叶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68 广州梦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艽缘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69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御敷坊草本养护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70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维婴儿水润皴灵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83 广州贝维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法露莲羊胎素弹润紧致冻干粉-羊胎素
紧致冻干粉+羊胎素弹润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87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露莲羊胎素弹润紧致冻干粉-羊胎素
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699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珞面部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25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草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29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喜月舒源臻养套舒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37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amily小麦多肽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45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溯美颜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55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Ⅱ -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5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Ⅸ-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5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Ⅶ-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5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Ⅴ-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5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Ⅶ Ⅲ-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6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Ⅴ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6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蓝妍诗美活力驻颜冻干粉+活力驻颜营
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63
广州艾尔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艽缘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71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美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8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3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3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3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2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2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2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1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1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净肤美颜1号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臻爱赋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097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0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0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何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0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 ToTo红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1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 ToTo红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1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 ToTo红颜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14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少女时代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29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RUYI儒意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3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UYI儒意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3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RUYI儒意氨基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3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红色芳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36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拉维丝邻家女孩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37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然美肌奢养网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奢养网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奢养网红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贵妇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贵妇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贵妇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华蔻生姜养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50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翼颜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6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6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乳木果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62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7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7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阡陌花田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7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百寿康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73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媚资时光逆龄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79 广州丹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叶祛痘草本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84 广州梦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地天泰 清莹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清莹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清莹养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琴银光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4 广州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男士保湿控油祛痘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男士保湿控油祛痘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妍雅男士保湿控油祛痘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198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美康 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美康 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美康 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活能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22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与妃水润美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23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去角
质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0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眼部
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2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圣丽娅植萃调膜液+圣丽娅草本净颜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丽娅植萃调膜液+圣丽娅草本净颜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丽娅植萃调膜液+圣丽娅草本净颜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黄金
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38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锦泊俪头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4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头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4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头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4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拉菲罗拉草本养护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43
广州御敷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谜莉鳄鱼油凝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64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非洲之旅经典名香香水（NO.245）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非洲之旅经典名香香水（NO.245）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非洲之旅经典名香香水（NO.245）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思堂草本护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73 广东梵思堂药业有限公司
倾妍丽美焕能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88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益生舒缓养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1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氨基酸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氨基酸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氨基酸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琪娜雪肌发酵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腹部舒润套植萃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299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AGLI私人订制水杨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308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妍丽美海洋之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315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如水嫩女神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323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为香彩虹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324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颜娜胸部滋养套青春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461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黑头
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494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中科臻颜冰蓝臻享组合-冰蓝臻享酵母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498
广州中科医疗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欧伊俪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伊俪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伊俪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1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江水月水漾柔肤娇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17
广州千江水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GLI私人订制烟酰胺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34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二裂酵母深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38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ec 氨基酸浸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41 广州海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5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5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清爽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5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凡馨壳聚糖滋养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66
广州亿尚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丽微雅凡士林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凡士林草莓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青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第九行星类蛇毒肽抚纹抗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73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漾二裂酵母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80 广州晨胜玖商贸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胸部滋养套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8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秘龄亮肤冻干粉+瓷肌优炫秘
龄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92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温润养护套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93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泛特尔舒缓养护套-多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595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秘龄抗皱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09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飞天舞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16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赫丽骆驼奶粉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17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int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18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媞雅生姜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21
广州圣尼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妍丽美奢颜活氧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37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博雅臀部滋养套臀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38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秘龄紧致润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39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秘龄紧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41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圣美博雅九维臻养套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44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秘龄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47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泡泡富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泡泡富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泡泡富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FULASSZ芙莱姿修护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修护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修护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水漾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水漾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水漾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极光亮妍修护冻干粉+瓷肌优
炫极光亮妍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69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YAMIXI雅米熙舒缓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舒缓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舒缓保湿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极光亮妍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75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倾妍丽美靓颜美皙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76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第九行星577光感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80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极光亮妍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82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极光亮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85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健帝康妃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帝康妃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帝康妃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妍丽美多肽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97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妍丽美熊果苷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699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牡丹媛妙俞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08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清润嫩滑红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09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妍丽美水润细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10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植萃青春动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22 广州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九匠小分子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29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巧婷姜艾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3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二裂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36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3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嬛美妍云台冰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42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香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香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眼部按摩香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叶黄素眼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JOY盈庄青春定格修护套盒-青春定格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4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玫瑰华萃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78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丝滑
紧致冻干粉+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
量肽丝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丝滑
紧致冻干粉+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
量肽丝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丝滑
紧致冻干粉+能量肽丝滑紧致溶酶液+能
量肽丝滑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8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丝滑紧致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丁里里马油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7 广州扶摇传媒有限公司

理尊氨基酸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79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娆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00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肤密码阿胶黑芝麻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30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GlΛsey 歌钠丝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31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卡丹玫瑰焕采面部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33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沐颜兰卡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57
广州黛妍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妍丽美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72 广州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水漾美肌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0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水漾美肌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3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极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极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极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瓷肌优炫水漾美肌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86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优炫水漾美肌活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0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FULASSZ芙莱姿紧致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紧致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ULASSZ芙莱姿紧致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水漾美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2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活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活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舒活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8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肤缘容颜五肽六肽紧实精华液+容颜
蛋白冻干粉+容颜提升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08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暨肤缘焕颜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10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泛特尔舒缓养护套-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22
泛特尔生物医药技术（广
州）有限公司

嬛美妍云台冰蒲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29 广州博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瑾蕾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4 广州瑾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予皙之谜美肌滋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皙之谜美肌滋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皙之谜美肌滋润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雪芙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4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谷里月桂天香滋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1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 午后美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4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樱美遇水润清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5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7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58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姜艾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64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6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6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6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6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LANBEIGE亞蘭貝格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71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魅姿呵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77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灸煌月享舒安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88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娇丽回春素亮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8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亮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8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娇丽回春素亮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89
广州市御青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奢养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9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奢养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9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奢养肌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9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雪美诗纯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7994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花蜜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01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i惜蜜轻盈丝滑蜜粉饼-透明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09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Xiwang皙王芦荟滋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0 广州市皙王贸易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玉容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玉容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玉容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肤密码草本精粹发丝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雪莲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雪莲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雪莲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娜璐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36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香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6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YEONSOO二裂酵母塑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67
广州蜜颜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樱美遇焕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75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望呈臻舒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76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御望呈臻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8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简丽美净颜草本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85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望呈臻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86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尊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2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3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尔蔓逆龄时光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096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丽美净颜草本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06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寿康肉桂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12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百寿康茴香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1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暨诗颜纤美塑肤冻干粉+纤美塑肤溶解
液+纤美塑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25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纤美塑肤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26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诗晴逆龄时光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晴逆龄时光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诗晴逆龄时光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净透凝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43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望呈臻温和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5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简丽美净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52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望呈臻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55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御望呈臻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58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弘生尚美冰爽修护补水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63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花蜜水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64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7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7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7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彩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梓彩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梓彩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望呈臻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9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弘生尚美花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19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肌优炫紧致蛋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05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草本康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09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颜传奇水润紧致套-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58 广州暨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6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6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诗韵天然酵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6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俪媛多肽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俪媛多肽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盈珂氨基酸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327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舒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4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舒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4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舒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4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 积雪草温和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清肌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清肌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清肌面膜+亿草靓肤调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望呈臻舒畅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6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GINDOUBLE水光植萃免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68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赋颜管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7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水光管理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47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纯然美肌 仙肌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仙肌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 仙肌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1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思妍多效肽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3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思妍胶原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36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EAUTCARE玻色因润泽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39 广州市达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孕熙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孕熙舒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枝胶原深层头皮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55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UTI柳缇生姜赋活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LIUTI柳缇生姜赋活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LIUTI柳缇生姜赋活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59 广州市白云采妮化妆品厂

馨香月舒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舒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舒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靖脊安水漾养护冻干粉+水漾养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水漾养护冻干粉+水漾养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水漾养护冻干粉+水漾养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盈珂玻尿酸美肌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2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芭何首乌修护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芭何首乌修护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芭何首乌修护臻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颜美尚荷花小分子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4 广州尊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乘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乘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乘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多肽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多肽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多肽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8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1859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思妍六胜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0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思妍九胜肽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2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2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玫瑰滋养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29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古御品胶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胶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今古御品胶原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瑞臻美肌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诗美熙净肤修护焕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诗美熙净肤修护焕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诗美熙净肤修护焕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ZEMASEN星星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5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ASEN花雪恋丝绒口红-淡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7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花蜜水嫩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39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颜肤焕颜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55
广州润丰网络技术有限责任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6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盈珂烟酰胺清润净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66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花蜜水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69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MASEN花雪恋丝绒口红-乌龙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673 广州槿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SIMAN卡斯曼贵妇香氛清爽嫩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5 广州润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草本控油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草本控油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草本控油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1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肌光日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23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皑雪儿肌源多肽紧致冻干粉A+肌源多肽
紧致溶媒液B+肌源多肽紧致精华液C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0
嘉贝俪（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卡姿奇色鲜花精华尚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1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三岁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2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多肽魔丽眼部管理套多肽明亮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橄榄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橄榄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妮儿橄榄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4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光生净透光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65
广州水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芙泉牛奶沁柔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牛奶沁柔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芙泉牛奶沁柔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多效植物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75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五知堂葡萄籽滋润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8878
广州五知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富勒烯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5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清透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玫山羊奶烟酰胺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80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8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899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bble Up Foam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0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bble Up Foam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0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bble Up Foaming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04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烟酰胺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2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草莓营养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草莓营养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草莓营养滋润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0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奇异果清洁锁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1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奇异果清洁锁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1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奇异果清洁锁水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1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黑桑葚保温亮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黑桑葚保温亮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黑桑葚保温亮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3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肽魔丽眼部管理套多肽修护
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菁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菁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护肤龄金致臻颜牡丹菁纯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5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滴答婴幼儿水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6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SK肌因至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6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 Doux Sk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7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7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7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Lightening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7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皙际烟酰胺焕肤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烟酰胺焕肤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烟酰胺焕肤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8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E FREE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CEVA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LICEVA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LICEVA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LICEVA BLACK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1909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AS乳糖酸活性水素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乳糖酸活性水素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AS乳糖酸活性水素温和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0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仟花佰草水解胶原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0
广州仟花佰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细致毛孔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细致毛孔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焕颜水润护肤套盒焕
颜细致毛孔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ANNAML米兰戴安娜羽扇巨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18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清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清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清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3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玻色因赋妍润养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4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海茴香安肌修护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50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eammy Gold Hyaluronic Aci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my Gold Hyaluronic Aci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my Gold Hyaluronic Aci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6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媄蝶恋素颜女王精华液套-素颜女王
精华液1号+素颜女王精华液2号+素颜女
王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74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凰蓝铜胜肽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79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曼Cellpomont臻奢蜗牛原液修护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82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羽凰宝石亮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94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尔乐青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9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ZESPA香氛修护蒸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197
广州妃欧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瑞珀曼Cellpomont臻宠顺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10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赋活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逆龄
修护冻干粉+能量肽逆龄修护溶酶液+能
量肽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逆龄
修护冻干粉+能量肽逆龄修护溶酶液+能
量肽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olabao能量肽逆龄修护套-能量肽逆龄
修护冻干粉+能量肽逆龄修护溶酶液+能
量肽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3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ALN光感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40 广州艾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48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尤物生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49 广州景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愫多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肽紧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煜愫多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肽紧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煜愫多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肽紧致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姿丽影舒美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善颐堂 香花雅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61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智妈咪肩颈肌肤养护套-肩颈肌肤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62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蘭芸羽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63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润彩澜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润彩澜
玻色因赋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69 广州浩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玫瑰滋养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7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玫瑰滋养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7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玫瑰滋养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7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之利蕥富勒烯童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87 广州富士邦科技有限公司
YCNRS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眼眸亮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6
广州荟荟加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VEGO亮肤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7 广州宇希贸易有限公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29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荟加面部瑜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12
广州荟荟加企业管理有限公
司

缇芙兰富勒烯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33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3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4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4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40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迷你优儿童纯真洗发沐浴乳二合一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44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优儿童柔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50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瑞特氨基酸修护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52 广州娅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國棟美颜修容遮瑕液（1）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58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华美滋氨基酸修护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6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氨基酸修护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6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华美滋氨基酸修护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6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SEACHON轻质滋养润芯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69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國棟美颜修容遮瑕液（2）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76 广州星图文化服务有限公司
非之凡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之凡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之凡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养堂蚕丝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80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丽奇氨基酸补水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丽奇氨基酸补水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丽奇氨基酸补水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3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红姿雅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红姿雅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红姿雅氨基酸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6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氨基酸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氨基酸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氨基酸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397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贝谜莉印加果弹润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11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雅恒润靓肤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18 广州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比猴儿童小小润唇膏（草莓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21
广州丹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肤康水光焕彩隔离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24 广州肌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NA精油赋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25 广州琵熹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IO艾薇欧檀香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29
广州市艾薇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谜莉山茶籽祛痘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42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比猴儿童小小润唇膏（柠檬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46
广州丹漫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姬秀美肤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52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5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臻养御肤体验套水光补
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臻养御肤体验套水光补
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贻贝多肽臻养御肤体验套水光补
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ora薇诺萝羊胎素修护冻干粉套盒-
羊胎素冻干粉+羊胎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498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活美WMAN细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0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WMAN细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0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美WMAN细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0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34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凰青春定格卵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44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泊俪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6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6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67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生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7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生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7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泊俪生姜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71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洛皙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577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CE SHARP玻尿酸水光溶媒液+玻尿酸
水光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CE SHARP玻尿酸水光溶媒液+玻尿酸
水光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CE SHARP玻尿酸水光溶媒液+玻尿酸
水光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53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CE SHARP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CE SHARP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CE SHARP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萱晴 羊初奶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6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卉蘭姿蜂胶精华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8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6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仙娜舒缓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74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新时代
美容化妆品商行

姿仙娜芦荟温和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79
广州市白云区三元里新时代
美容化妆品商行

UUUBi吾比妈妈乳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86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79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 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5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5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 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5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Dzan紧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56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M轻盈修容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59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羽凰弹性蛋白亮眸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64 广州羽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菲亚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73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zan多效焕颜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74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雪花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85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雪花焕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8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xi奥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897 广州奢时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JI兰肌活肤丝滑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01 广州市兰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水凝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04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苗悦堂生物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5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4.5计划青春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18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无龄肌银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0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际玻尿酸水养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玻尿酸水养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际玻尿酸水养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无龄肌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4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黛妃草本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6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龄肌优护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28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趣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36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趣净润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45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绽新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46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钰氨基酸香氛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钰氨基酸香氛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钰氨基酸香氛修护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汐  透光水肌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62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琪贝姿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63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7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7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同鑫堂植萃调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7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无龄肌银淳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81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金淳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85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绽新颜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92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绽新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19996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绽新颜靓颜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05 广州顶析化妆品有限公司
TYRANTS滋养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滋养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滋养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2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zan多效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4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zan紧致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19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2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三色修容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深紫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3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 VC白桃乌龙珍珠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34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希逅幼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1 广州芳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颜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颜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焕颜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4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 VC西柚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5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草本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54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5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VIOORA柔顺补水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6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柔顺补水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6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清芭世家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凡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82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TYRANTS香氛嫩肤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9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香氛嫩肤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9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香氛嫩肤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95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zan美肌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096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偲德纯璀璨小分子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0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偲德纯璀璨小分子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0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偲德纯璀璨小分子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0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喜月舒源臻养套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16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慕钰氨基酸净爽舒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2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钰氨基酸净爽舒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2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钰氨基酸净爽舒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2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3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毛孔清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37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雪肌焕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4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大猫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47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赋活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5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积雪草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积雪草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积雪草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珂氨基酸慕斯沐浴泡泡（逐梦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68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高光粉（香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施南古香 土家首乌灵芝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2 广州佳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黛妃嫩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4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zan植萃水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5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下贵人丝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6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下贵人童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79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下贵人青春美颜修护冻干粉+青春美
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82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下贵人逆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83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菲亚蜂胶净化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86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莉华透皙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9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依莉华透皙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9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依莉华透皙原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9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芙颜娜肩部滋润套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95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艾菲亚蜂胶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196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0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0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活力焕采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0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活力焕采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0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黛妃植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12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傲江湖补水靓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15
赋能美（广州）健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amily小麦多肽倍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19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亚蜂胶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37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BEDO泛美堂透明质酸钠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3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若纯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若纯七子白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伶葡萄籽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3 广州梵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鹊居堂澳洲茶树精油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型美汇香氛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48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汇香氛植萃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1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2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莎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2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莎植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2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unna立体塑颜双色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3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型美汇香氛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56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伶奇异果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61 广州梵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和世家驻颜赋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72
广州源和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义程七星堂 焕颜金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89 广州馨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灵姿媛臀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姿媛臀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姿媛臀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尔曼植物精华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297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海洋深层保湿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06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蘭芸羽玫瑰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07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Dzan多效护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10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筱兰妮舒润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19 广州思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眷上鱼油加强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0 广州烟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轻盈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花菁萃焕耀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媄琳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48 广东柏美紫馨科技有限公司
籁时NeeSe羊胎素紧塑冻干粉套盒-羊胎
素紧塑冻干粉+紧塑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55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籁时NeeSe羊胎素紧塑冻干粉套盒-弹润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56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籁时NeeSe奢润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5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谷丽素叶桃仁养发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63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味拾光牛奶嫩肤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0374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味拾光芦荟修护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0486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味拾光玫瑰滋养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0488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ミョ一ミョ一喵喵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1 广州仙格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pgloss Volumizer 
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pgloss Volumizer 
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pgloss Volumizer 
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Pearl 
silv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Pearl 
silv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Pearl 
silv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Rose 
Copp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Rose 
Copp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Rose 
Copp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0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T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T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Highlighter Ture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Fair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Fair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Fair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1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1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ADORE 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6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THE MISSING PUZZLE PIECE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7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Y SUN SHINES AT MIDNIGHT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8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MAGNETIC NIGHTFALL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49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EEPEST FANTASY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0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LL HER SECRET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1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Collagena Plump my Lips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a Plump my Lips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lagena Plump my Lips lipgloss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KOGA海盐丝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59 广州古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顾姿蔓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胶原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5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山茶花奢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8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牛乳蛋白御龄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79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ORA去屑止痒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80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去屑止痒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80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BAiLiNGDA柏龄达黛丽欧水润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83
广州柏龄达健康美容连锁有
限公司

无龄肌多肽润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589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养发米浆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养发米浆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养发米浆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0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菲亚美皙滋养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19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菲亚蜂胶滋养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24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嘉美淡彩温变水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51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淡彩温变水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51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淡彩温变水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51 广州芬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皑雪儿肌源寡肽修护冻干粉A+肌源寡肽
修护溶媒液B+肌源寡肽修护精华液C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61
嘉贝俪（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皑雪儿肌源修护冻干粉+肌源修护营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62
嘉贝俪（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章王多效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67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7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海洋深层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75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无龄肌肌肽牛乳蛋白御龄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77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Dzan多效爽肤清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82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GLORIA姜艾舒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艾舒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艾舒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8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FULIBAI富勒烯御颜毛孔净澈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0695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ZOE&MORGAN星璀幻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00 广州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茵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0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雅黛妃润肤保湿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0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悦瞬间轻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悦瞬间轻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悦瞬间轻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OJI草即芦荟清新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24
广州市姬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加乘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乘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加乘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兰妮舒润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29 广州思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斯快美去黑头绿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3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清净颐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53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颜三岁当归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59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Xana Attitude希岸态度午夜星空致命
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61
锦绣木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Xana Attitude希岸态度唯美主义致命
诱惑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63
锦绣木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张大猫氨基酸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0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Stunna倾慕九色眼影盘（芳心暗许）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1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Stunna倾慕九色眼影盘（怦然心动）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4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灵姿媛胸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姿媛胸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灵姿媛胸部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妮缘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7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康雪天丽香肩富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0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依兰紧致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依兰紧致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依兰紧致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洋甘菊净透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洋甘菊净透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洋甘菊净透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金缕梅雪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金缕梅雪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金缕梅雪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8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魅度美姿养护套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7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娜名媛清肤净颜焕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0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斯莉 凝时红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09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拾光密语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0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香月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香月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拜纱baisas玫瑰香水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5
广州市好洁洗涤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DIFEI·NIYA清肌水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1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智妈咪滋养呵护套-滋养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24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启膳秀源紧致轻盈套美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29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WANGHUAJIAREN望华佳人多肽补水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57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86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柏茵轻颜修复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66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石斛兰御龄滋养润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72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SHENGRUIER圣瑞尔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74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清透润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86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品瑞臻美肌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8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补水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聚美焕颜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1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透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透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透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GLORIA姜根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根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姜根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6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媄丝源臻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媄丝源臻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媄丝源臻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099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集千姿小凝珠密集赋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0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樱美遇富勒烯抗衰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01 广州雨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美肌净肤精华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14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凝时红润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19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辉浩膜发老姜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25 广州辉浩贸易有限公司

DIFEI·NIYA清肌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2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群芳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冠群芳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花谷里 邂逅去角质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1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香蓝风铃香水（NO.278)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蓝风铃香水（NO.278)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蓝风铃香水（NO.278)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DK青竹补水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青竹补水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青竹补水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奕香大吉岭茶香水（NO.277)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大吉岭茶香水（NO.277)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大吉岭茶香水（NO.277)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谷里 可可净肤修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52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靖脊安水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水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水漾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梦际海盐焕亮美肌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62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凝时红润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70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森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森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森红茶玫瑰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耐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77
广州市旖旎化妆品信息咨询
有限公司

膜趣滋养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85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尊芝彦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芝彦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芝彦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0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菁透奢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03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YUJOY盈庄樱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0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山茶花奢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12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倚娇净肤一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慧中秀补水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16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慧中秀神经酰胺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19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慧中秀补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2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慧中秀补水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5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慧中秀补水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29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康靖脊安舒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畅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HIGO 蜂蜜牛奶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3 广州众脉商贸有限公司

倚娇美肤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倚娇青春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迷你优儿童柔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39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黄金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43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姿娜欧滋养润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瑞姿娜欧滋养润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瑞姿娜欧滋养润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48 广州市白云区源侬化妆品厂

古御颜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御颜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御颜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古御颜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湄涵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湄涵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湄涵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湄涵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艾 艾草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55
广州市超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斯莉 灵芝笙肌驻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65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康诺草本丽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1
广东汉方本草植萃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普康诺草本滋养洁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2
广东汉方本草植萃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玻色因弹润焕亮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玻色因菁纯倍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玻色因润透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5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6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优肌源羽缎丝滑四宫格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羽缎丝滑四宫格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羽缎丝滑四宫格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1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 AROMA蜜格丝雪松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0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馥蕊雅丰盈滋养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22
广州市颜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JIEBEIGE雅洁贝格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24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feier朵菲·儿清透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27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feier朵菲·儿焕颜滋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38 广州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玻尿酸精华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42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JOY盈庄青春定格修护套盒-青春定格
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43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LIANG魔靓姜汁柔韧发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4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柔韧发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4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柔韧发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4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DK焕型简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5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焕型简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5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焕型简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51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青春净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56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CabraKalani水漾悦肤细致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59 广州才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漾晨玻色因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89
广州市创可敷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MALIAO多彩颗粒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291
广州市苏克塞斯贸易有限公
司

弘生尚美魅姿呵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0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FULIBAI太阳花舒缓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11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13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奇源美臻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0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奇源美臻颜柔肤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2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oNKi薇安琪粉色旅程套盒-粉色旅程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6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YZI 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蓝铜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2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微晶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微晶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微晶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海绵微晶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海绵微晶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海绵微晶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传明酸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传明酸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 传明酸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花寇玫瑰润亮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智妈咪滋养呵护套-滋养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39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丽智妈咪滋养呵护套-滋养呵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2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IXER Fixe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IXER Fixe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IXER Fixe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IQUID FOUNDATION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0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ONDITIONER CR12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ONDITIONER CR12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CONDITIONER CR12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H6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H6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RASO SHOWER GEL H6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高倩花漾莲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55 广州高倩日用品有限公司
山意迷迭香杜仲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意迷迭香杜仲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意迷迭香杜仲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蔓丽莎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8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肤美桐橄榄保湿营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87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92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肌底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93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易美博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3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小核菌胶寡肽舒缓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1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original九肽臻颜亮采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14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亦植物润养轻盈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15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17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多肽臻颜光采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18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启膳秀源紧致轻盈套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20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泽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泽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泽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23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多肽嫩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2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35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37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金凯秀姬舒颜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舒颜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舒颜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3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妩彩玫瑰亿草焕颜调膜液+ 妩彩玫瑰亿
草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5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62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佳宜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67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 云彩系列粉色钻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76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施宝贝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82
广州婕肤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圆美国际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87
广州圆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立芙平 丹参清颜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88
广州百年鸿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福瑿舒润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平衡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49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舒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50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舒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50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凯秀姬舒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500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人参清肌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50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颜三岁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11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滢梦菲乳酸杆菌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乳酸杆菌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乳酸杆菌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乳酸杆菌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凝时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7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迪肤研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49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层肌蚕丝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0
七层肌抗衰皮肤研究中心
（广州）有限公司

法缇丽人参头皮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熙肤秀水润修护香氛顺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水润修护香氛顺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熙肤秀水润修护香氛顺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莎臻润美肌气垫CC霜 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5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臻润美肌气垫CC霜 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6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肽魔丽眼部管理套多肽修护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62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多肽魔丽眼部管理套洋甘菊精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6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65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多肽魔丽眼部管理套多肽修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67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格尔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妃格尔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妃格尔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雅芙清颜幼滑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87
芳尔妮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马卡龙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92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子弹之吻轻纱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2179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VNC薄雾轻痕持妆唇釉（N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0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丝绒雾面唇釉（野生红
莓）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06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水光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07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桑春雪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桑春雪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丝绒雾面唇釉（柔雾樱
桃）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门引力植物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1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凝时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29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贝谜莉明肌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38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BLEAF核桃营养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47 广州市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丝绒雾面唇釉（橘红山
楂）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59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NKi薇安琪迷人午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64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WO耐沃去屑净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69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FULIBAI富勒烯臻红御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72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姬美娜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姬美娜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姬美娜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7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伊玫姿 蕴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8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微循焕新肌套盒赋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9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NC薄雾轻痕持妆唇釉（N04） 粤G妆网备字2020221898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曦深层滋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08 广州晓雯商贸有限公司

女王家臻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0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植萃去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2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2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2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凝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凝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百姿人参精华凝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海藻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海藻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海藻植物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IWO耐沃控油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4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金淳御龄紧致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43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云彩系列性感尤物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44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微循焕新肌套盒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50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oNKi薇安琪云彩系列银色山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73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云彩系列流浪者之歌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74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丹参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199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丹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06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JOY盈庄玫瑰花瓣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0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露雨苏合香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10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苏合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14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烟酰胺草莓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15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颜工坊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18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UENO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研蒂美透肌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5 广州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荔延臣秀复合肽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UTIQLAB玻尿酸修护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29 广州铭扬日化有限公司
伊玫姿蕴泽水润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3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美宜细滑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48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苏合香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5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诗妤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55
广州市微因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班美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56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丹参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68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修护滋养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74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健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7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0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荔延臣秀清颜肌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翠草集胡萝卜VC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胡萝卜VC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胡萝卜VC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8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r shop 鱼籽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鱼籽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鱼籽多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养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098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丰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1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补颐元美一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0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r shop 多肽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多肽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 shop 多肽修护蚕丝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荟沙棘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21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美荟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35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清透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39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清透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42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iAgi紫罗兰润养净洁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46
广州嘉展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蒙芭拉  双色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双色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双色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5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美宜恒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52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伶水蜜桃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65 广州梵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水润弹力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67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烟酰胺水润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7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bvzvo肌底悦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81 陪伴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植美媛劲润男士舒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2188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馨娜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01 广州明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滋养嫩肤澎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2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ISM舒润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23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花茜茜喵星人哑光唇釉套盒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27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诗洋格亮肤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35 广州榛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凡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36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角鲨烷滋养精华油
（西柚与马鞭草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37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皓质呈露火山泥雪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39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角鲨烷滋养精华油
（白桃乌龙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2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四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四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四季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颜悦色氨基酸舒缓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5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芙莎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7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氨基酸丝滑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氨基酸丝滑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氨基酸丝滑香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68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荔延臣秀清颜肌初调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7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得蕾肌洋甘菊纯液＋多肽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7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Kaerya卡尔雅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85
广州洁俪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玻色因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8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ENO玫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露莲蓝铜胜肽淡纹修护冻干粉-淡纹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P02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R01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R02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R03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29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N05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N04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N01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N03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MELTING MATTE LIP CREAM-
N02 PF-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CLOVER COLLAGEN 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COLLAGEN PEPTID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NAIL MUC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NAIL MUC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NAIL MUC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SNAIL MUCUS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GHAIR SHAMPOO GH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SHAMPOO GH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SHAMPOO GH1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CONDITIONER GH2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CONDITIONER GH2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CONDITIONER GH2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0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HAIR MASK GH3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HAIR MASK GH3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HAIR HAIR MASK GH3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1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CN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peel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2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奇源美美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332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露莲蓝铜胜肽淡纹修护冻干粉-蓝铜
胜肽淡纹修护冻干粉+淡纹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08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肤肌妮 清透美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22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国天使婴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27 广州颜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清透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33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肽微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活力焕采套盒肽微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4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瑟蕾娜八杯水美颜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4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亚氨基酸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50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祚植物美肌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59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舒缓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60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熙精萃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62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zan多效保湿弹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67 广州星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鎏光臻养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鎏光臻养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鎏光臻养亮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韵诗凝时抗皱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韵诗凝时抗皱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韵诗凝时抗皱多效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Ⅶ Ⅲ-Ⅲ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Ⅵ-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Ⅳ Ⅳ-Ⅱ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Ⅴ Ⅵ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Ⅴ Ⅶ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248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圣美荟舒润虫草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00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曦XIUXI柚子柔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13 广州晓雯商贸有限公司
暨泊欧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液+亮肤莹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14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舒通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26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真熙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27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肤肌妮 清颜安肌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33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望呈臻草本精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38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谜雅恒润靓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39 广州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烟酰胺润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烟酰胺润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烟酰胺润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5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金博郦人尊道清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57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真熙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84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熙雪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95
广州肤宝玉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QILAI妙笔生花极细眉笔5#灰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96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妙笔生花极细眉笔4#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97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妙笔生花极细眉笔3#焦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9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妙笔生花极细眉笔2#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59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妙笔生花极细眉笔1#烟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00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芙兰富勒烯凝露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06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CN水嫩透皙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08
广州金盛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蒂娜龙血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10 广州骏东贸易有限公司
瑞珀曼山羊奶燕窝滋养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34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歌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3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兰歌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3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兰歌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3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脐带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41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奇源美净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0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菲亚三花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3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茉莉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茉莉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献光彩紧颜护肤套花献
茉莉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深层透皙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7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添美臻皙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59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愈创木清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61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AGIC 持妆美肌粉底液 #1272 SOFT 
PEACHY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芭鱼子酱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88 广州圣微芭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持妆美肌粉底液 #1273 FAIR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滋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滋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滋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2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眷上鱼油冷链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4 广州烟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尚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尚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尚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69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giAgi紫罗兰舒缓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14
广州嘉展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梵际烟酰胺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15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法缇丽星耀光感保湿身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18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悦巧堂乳酸菌维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乳酸菌维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乳酸菌维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乳酸菌维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在花开时天麻头皮综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25
广州爱在花开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伊玫姿蕴泽水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3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经阁艾草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41 广州中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4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保湿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赫柏皙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柏皙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柏皙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天泰  悦享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悦享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悦享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原欣蓝铜肽冻干粉套盒-蓝铜肽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蓝铜肽冻干粉套盒-蓝铜肽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蓝铜肽冻干粉套盒-蓝铜肽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5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VC冻干粉+VC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VC冻干粉+VC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VC冻干粉套盒-VC冻干粉+VC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清透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原欣虾青素冻干粉套盒-虾青素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虾青素冻干粉套盒-虾青素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虾青素冻干粉套盒-虾青素冻干
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轻透持妆粉底液 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肤美肌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冻
干粉+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肤美肌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冻
干粉+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肤美肌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冻
干粉+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轻透持妆粉底液 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烟酰胺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烟酰胺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烟酰胺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7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柏茵轻颜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8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79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娇清润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8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益孝堂海盐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9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海盐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9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海盐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79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优集青蒿头皮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1
广州众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益孝堂海盐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海盐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海盐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玑臻颜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臻颜寡
肽修护冻干粉+臻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6 广州秀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0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瑿舒润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1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億米精油沐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20 广州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川芎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29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琪娜脐带血多肽萃取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0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孝堂丝肽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美昕活力水晶透亮粉+靓美昕活力水
晶透亮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甘草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36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劲润男士多效合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42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龄姬深海贻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52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瑞娜水漾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56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美臣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58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60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川芎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68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蜜儿美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70 广州派蜜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川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7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三七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91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三七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9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缇芙兰时光魅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97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诗露雨三七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898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尼兰西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靓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靓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靓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甘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5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美昕水晶嫩肤修护粉+靓美昕水晶嫩
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常青树塑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07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海藻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2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梵福康养木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养木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养木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5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养翼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养翼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养翼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福康源泉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17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丹参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21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杜仲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7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黛妃水润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79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恺舍可卸甲油胶（简印）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84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舍可卸甲油胶（慕舍）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86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小姐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88 广州伊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杜仲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89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粉色旅程套盒-丰润滋养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94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9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9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9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筱兰妮舒润柔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2998 广州思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凝时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0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媚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玻色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06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格蕾缇丝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10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杜仲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13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杜仲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15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环颜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0 广州胭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媄丝源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媄丝源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尚媄丝源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2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云微冠玻色因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诗露雨黄芪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28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润雅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33
广州市纯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戴姬佛伦金钻奢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37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玻色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39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诗露雨黄芪草本胸部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41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露雨黄芪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46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黑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49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肤研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50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妍草本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53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蓝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055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舍可卸甲油胶（致极）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39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烟酰胺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40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钢化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44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玻色因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4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AYE她叶甲油胶(橙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51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红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56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黄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62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青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67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棕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4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男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男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男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7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白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80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绿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81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紫色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85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多肽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8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雾感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88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94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茸秘密马油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9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无界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319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MER肤魅尔细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05
广州市肤魅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雰精油恒润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08 广州安罗尼贸易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花房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10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诗露雨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1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7润肤沐浴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7润肤沐浴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7润肤沐浴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7洗发护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7洗发护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7洗发护发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23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采瓷奢宠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0
广州蔓妮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肤缘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1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宝一世美荡漾奢华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4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暨泊欧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
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6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FMER肤魅尔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8
广州市肤魅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焕魅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
液+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39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莎舒缓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5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焕魅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液+亮肤莹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57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Color Bee持妆易描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59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滢梦菲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嫒美美水光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67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烟酰胺青柠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78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KV珍稀鱼子酱高光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83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思妍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9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JOY盈庄青春定格修护套盒-青春定格
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95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JOY盈庄青春定格修护套盒-青春定格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298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思妍胶原肌底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08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JOY盈庄青春定格修护套盒-青春定格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10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思妍五胜肽紧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16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丽美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18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亦肌肤之悦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46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鱼子酱润泽柔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鱼子酱润泽柔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鱼子酱润泽柔肤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地天泰肩颈舒缓调理套--肩颈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肩颈舒缓调理套--肩颈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肩颈舒缓调理套--肩颈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YE她叶透明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83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印研滑溜溜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89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印研滑溜溜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89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印研滑溜溜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89 广州市韩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荃颜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391 广州魔力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荟媄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0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荟媄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0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荟媄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0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典娅冰雪蜜粉（透明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06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科美臣鱼子酱保湿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14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兰花香香氛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兰花香香氛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兰花香香氛清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典娅冰雪蜜粉（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24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阅香玉容光感养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2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QILY洋甘菊香氛奢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洋甘菊香氛奢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洋甘菊香氛奢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娇柔和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黛曼普DAIMANPU润彩腮红 #SO ALIVE樱
花开了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46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赫暨美肌底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2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LY玫瑰香香氛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玫瑰香香氛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玫瑰香香氛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娇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迪肤研肌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59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LY米浆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滋润美肌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滋润美肌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滋润美肌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补水嫩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补水嫩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沐浴露（补水嫩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净颜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71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LY米浆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米浆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7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嬌人小颗粒海藻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82 广州玉娇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93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水晶双面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水晶双面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媚眼少女水晶双面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3495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康靖脊安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0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蜜妍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01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多效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伶尔linger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2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烟酰胺酵素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22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修护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修护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芭世家修护机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肤研多肽发酵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58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玻色因晶亮焕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59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玻色因晶亮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63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籁时NeeSe奢润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奢
润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69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籁时NeeSe清颜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净
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70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薇安琪撒丁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76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在花开时扁柏头皮清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77
广州爱在花开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婵媚焕能美肌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591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奢柔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0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星达人修护强韧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08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二裂酵母贵妇保湿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11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塔摩洛哥油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14 广州摩塔贸易有限公司
妙龄姬深海贻贝奢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24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3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无界鱼子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3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施虾青素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43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泊琳烟酰胺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46 广州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翠草集蜗牛液修护清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蜗牛液修护清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蜗牛液修护清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妍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51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安琪爱慕巴黎套盒-爱慕巴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81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MIUSITE甜蜜高光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84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迪肤研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87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骄伊素绮小分子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699
浩宝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名城女孩玻尿酸水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01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Aiyamei植物精华补水润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05 广州蔻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珂烟酰胺慕斯沐浴泡泡（璀璨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43 广州优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莱伊六肽弹嫩冻干精华面膜+弹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52
金美姿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VACTSM臻颜滢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58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牡丹魅力霜 ① 粤G妆网备字2020223787 广州亿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深海贻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09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青春净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20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婵媚莹润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2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美肌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2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美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3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美肤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36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JIAYI颜佳宜奢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44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5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K茶香护理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茶香护理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DK茶香护理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58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婵媚焕颜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7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7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EM TIX葛根滋养修护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84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皙萃寡肽复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复合修护冻干粉+寡肽复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浪漫香遇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10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1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修护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瑄肤美精粹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3 广州沐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耳匠香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耳匠香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川耳匠香薰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莎羽柔丝盈透亮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卡高亮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8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悦巧堂滋润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滋润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滋润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巧堂滋润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4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媚雪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5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媚蓝铜肽修护套-活性修护冻干粉+多
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57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AOGIESNOW奥姬雪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3
广州市天雅美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灵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清润止痒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姜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7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68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u Shi Ni晶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70 广州玛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养肤润肌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71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米熙熊果苷美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熊果苷美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熊果苷美肌弹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8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丝米雪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3999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JIAYI颜佳宜奢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00 广州珍珠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施娜草本活力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05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娜渲亮颜美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08
广州美诗美刻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施娜草本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09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ISM滋润亮采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13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bvzvo菁纯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18 陪伴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婵媚焕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2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莳活性修护冻干粉+活性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2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技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雪肌黄芪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俪琳烟酰胺美肌靓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4 广州美邦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JUE法爵密集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46 广州曙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凌西奢养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K肌因至美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75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JUE法爵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76 广州曙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小苍兰魅惑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83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植肤蜜轻奢靓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85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涩双用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双用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双用立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09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浪漫香遇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0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臻密冻干粉+臻密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04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保湿肌秘水感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0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Laa　思雅拉 蝶舞花嫣口红（雾面
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0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阿狸黑头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黑头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黑头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际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4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寡肽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1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滋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31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樱涩三角灵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3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三角灵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3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三角灵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3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奢美亮颜修护冻干粉+亮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35 广州恒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植缘奢颜菁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3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柯珞薇赋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4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柯珞薇赋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4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柯珞薇赋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4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AJUE法爵山茶花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5 广州曙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亮肤补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亮肤补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原欣寡肽冻干粉套盒-亮肤补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肤密码阿胶黑芝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49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平衡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67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FAJUE法爵多肽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168 广州曙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解谜美术刀扁头眉笔（灰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00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ELODIE&JO水漾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02
梵可（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解谜美术刀扁头眉笔（棕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06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科美奇迹同源修护冻干粉+同源修护溶
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12
广州翊歆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贝娜美莉厚朴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美莉厚朴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美莉厚朴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2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檀香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31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阿狸多效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梵薇浪漫香遇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43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沁柔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沁柔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沁柔赋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肉桂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嫩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冰透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盈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盈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水盈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植美悦 ZMAYOO龙胆植萃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78
铂之馨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佰珍堂丝柔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丝柔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丝柔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净透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净透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净透赋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CHOOL SHOW书院秀浮光掠影三色修容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5 广州茵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王强韧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288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子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10
广州森子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茶色纤细持妆眼线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27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色纤细持妆眼线笔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29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詩倩芳SHIQIANFANG头皮净透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0 广州诗倩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炫光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嫩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嫩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嫩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车厘子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7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浅奶驼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漾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漾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骆驼奶盈漾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微闪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冰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微闪驼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枫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怡美轩雪凝润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88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天空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9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芥末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9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烟熏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9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PPLM茶色甲油胶26 粤G妆网备字2020224399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PPLM茶色甲油胶86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00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若龄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07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诗佳美肌酵母双重奶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0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龄养护植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1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霏娅抗皱紧致奇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27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C.E.炫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猫眼银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4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红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冰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奶油黄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4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炫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微闪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5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浆果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6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星际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2445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奶蓝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60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游乐园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6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浅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6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贝诗佳美颜肌密奶油泡芙粉底霜13#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73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水性可撕指甲油亮光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7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水性可撕指甲油哑光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81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贝诗佳美颜肌密奶油泡芙粉底霜2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烟酰胺美肌嫩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2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烟酰胺美肌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4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美人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59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王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02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PPLM茶色甲油胶95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05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ISM柔顺滋润护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07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养护植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29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喜护水蜜桃舒缓焕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3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水蜜桃舒缓焕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3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护水蜜桃舒缓焕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34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荀妃玫瑰嫩肤亮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35 广州兰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男士清爽控油套盒男士清爽控油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3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羽薇女神臻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女神臻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女神臻皙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5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若龄龙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6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7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48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龄龙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54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格瑞拉祛痘修护冻干粉套-祛痘修护
冻干粉+祛痘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55
广州市霏慕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妆无界搓泥宝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57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萱格瑞拉肌底修护冻干粉套-肌底修护
冻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59
广州市霏慕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若龄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60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沁泉生姜姜汁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69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天泰   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蒸九制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1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九蒸九制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1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九蒸九制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1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蝶美肌时光焕颜膜+时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肌时光焕颜膜+时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肌时光焕颜膜+时光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TTY可蕾蒂丝绸细滑隔离霜（NO.40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79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悦堂生物焕颜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80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悦堂生物蛋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83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ATTY可蕾蒂丝绸细滑隔离霜（NO.60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0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乐雅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乐雅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乐雅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爆闪银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7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哑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8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幻彩水性可撕指甲油薄暮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24699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炫彩水性可撕指甲油翡翠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02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O.C.E.炫彩水性可撕指甲油极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03
广州欧思逸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

御霏娅凝时抗皱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30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霏娅富勒烯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31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TTY可蕾蒂丝绸细滑粉饼NO.13 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33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奇源美臻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34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LATTY可蕾蒂丝绸细滑粉饼NO.21 亲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35 广州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咪恰茶树油竹炭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茶树油竹炭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茶树油竹炭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滋瑞丝滑美肌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53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涩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61
广州名媛粉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咪恰珍珠丝滑清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珍珠丝滑清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珍珠丝滑清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玛嘉VC甜橙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78
广州市博美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秀育千方  丰韵舒活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  丰韵舒活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  丰韵舒活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 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 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 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8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79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黄花蒿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露雨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8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创优咖啡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29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菲亚蜂胶滋养洗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32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DLXR黛莱星儿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3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幻颜朝代多肽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4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拥抱青春滋养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50 广州有道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巧迪诗漫净肌清水卸妆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54
广州美薇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修护多肽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58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修护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64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清盈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72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花汐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74
广州养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丝滑营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890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代妮曼黄花蒿光感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490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贤妃 鱼子酱亮肤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4920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黄花蒿光感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492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肤研肌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52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AGENIUS ALL READY EYEBROW PENCIL 
SG-26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6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6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6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6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69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BA7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7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7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7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8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8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BA88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DITIONER  BA89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7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KV珍稀鱼子酱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82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088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蓓爱苦参净颜靓肤水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0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肌源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15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雅恒润靓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19 广州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雅恒润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1 广州谜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兰荟男士清爽控油套盒男士清爽控油
臻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5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Z精粹护发素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HZ精粹护发素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HZ精粹护发素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兰荟男士清爽控油套盒男士清爽控油
臻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2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谜莉鳄鱼油净颜修护吸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31
广州蓓弥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兰荟男士清爽控油套盒男士清爽控油
臻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33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快乐跳动儿童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38 广州创为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r Beatskin法地榄仁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39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烟酰胺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145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菲亚蜂胶保湿胶原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20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蜂王浆双萃赋活精华乳（腺苷臻
颜精华液+蜂王浆赋活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42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谷黎斯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谷黎斯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谷黎斯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贤妃 鱼子酱亮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51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忆美橄榄氨基酸动感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54
广州市忆念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菡妙雪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5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5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5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人柱莹润色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61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丑小鸭儿童柔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82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十九匠柔光双效滋养唇膏 玫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87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丑小鸭儿童倍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88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菲亚蜂胶胶原护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0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九匠柔光双效滋养唇膏 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2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艾菲亚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6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杏林娇颜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杏林娇颜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杏林娇颜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29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0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iAgi紫罗兰祛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05
广州嘉展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盒你分享海洋深层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18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CKV珍稀鱼子酱活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2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JX 水光焕颜旋转小灯泡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28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KV珍稀鱼子酱润透补水拍拍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2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TYRANTS无患子控油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无患子控油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TYRANTS无患子控油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44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王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5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5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王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5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怡道草本净澈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66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蕊丽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79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38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嘉利得凡士林霜（玫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25400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蔓莉妙澜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套-肌底
修护六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5403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人柱樱红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04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烟酰胺营养顺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1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黛儿谷胱甘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16 广州市北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弋芙宁虾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19 广州诚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又柔芦荟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21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解谜双头多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4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菡卡光感嫩肌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49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菡卡多肽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65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植清萃焕活亮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599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爱莉思多肽黄金抗衰套盒多肽逆龄亮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08
广州爱莉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卡高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15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菡卡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20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18色眼影（01落日迷
情）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2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18色眼影（02浮光若
梦）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25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幻彩星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幻彩星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幻彩星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秘境仙河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秘境仙河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秘境仙河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修护组合-美肌修护赋活
液+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4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肌修护组合-美肌修复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5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美肤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冻干粉+美肌修护赋活液+美肌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6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87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修护爱心套装-美肌修护
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90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R莹润光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92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洋甘菊沁漾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698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凡肌肤年轻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06 广州滢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吻滋润嫩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08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恩爱肤酵母玻尿酸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1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爱肤酵母玻尿酸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1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爱肤酵母玻尿酸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1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洋甘菊精油蜗牛液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洋甘菊精油蜗牛液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洋甘菊精油蜗牛液天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莉思多肽黄金抗衰套盒多肽青春定格
液+逆龄美颜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39
广州爱莉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翠积雪草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41 广州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姿玛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47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滢润亮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59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丝妍樱花乳木果莹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67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润泉贝儿 净颜嫩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4 广州雅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耳息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耳息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耳息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耳息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耳息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耳息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IFEI·NIYA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8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清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91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雪花焕颜奇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93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泉贝儿 清爽控油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797 广州雅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吻蓬松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0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酷吻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1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IN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IN黄金肌肽蜂窝活效抚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珍珠雪嫩亮滑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珍珠雪嫩亮滑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草集珍珠雪嫩亮滑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大红瓶复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东田溢梦大红瓶复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东田溢梦大红瓶复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1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Phinemom 菲诺蒙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17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奈雅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牛油果净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day mama多用修护羊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35 广州奕商贸易有限公司
资莱皙  烟酰胺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37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菲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净畅活力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丽梦露草本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修护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修护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修护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焕颜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焕颜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丽梦露草本焕颜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5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鹿境紫醉香迷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64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醒觉琉璃芳香身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66 广州木家化妆品有限公司
JI KAI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70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芦荟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7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芦荟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7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芦荟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7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美六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76 广州永邦医药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橄榄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橄榄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橄榄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花香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花香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花香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8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悦思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5898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暨肽妙颜私人定制尊享套(Ⅱ)-精雕冻
干粉+精雕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10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卡角鲨烷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14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菡卡乳木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17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32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莲莲润补水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35
广州美依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囹点五玻尿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46 广州慧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凝蔻纳光组合-纳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49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植美样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50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花朵精灵护手霜(蔷
薇花)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56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菡卡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58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64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C01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6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S01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6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S02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6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S03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7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S04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7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6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7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5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7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4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7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XB·SCF植物萃取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植物萃取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植物萃取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3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2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EVER GLOSSY LIP GLOSS-
G01 PF-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8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N01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N02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N03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O03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O02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O01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P03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599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P02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0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CHIC IN CHEEK-P01 PF-F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0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青春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04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嘉利得凡士林润肤霜（家庭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07 广州宝莉富贸易有限公司
EIR莹润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15 广州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KV珍稀鱼子酱复颜安舒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28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肉碱鲜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34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斯琪娜透骨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45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草本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5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霏蒂润肤亮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61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独活红花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6063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晶钻活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晶钻活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晶钻活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海茴香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富勒烯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富勒烯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富勒烯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燕窝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积雪草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积雪草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积雪草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妃驾到邂逅香薰丝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妃驾到邂逅香薰丝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妃驾到邂逅香薰丝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持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2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水解海绵焕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3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植物赋颜焕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3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Ⅳ Ⅳ-
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3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修护液Ⅵ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3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星达人滋养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54 广东星辰药业有限公司



沙漠红狐焕颜紧致鎏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74
广州信商时代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IPK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钰颜焕颜肌底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92
广州紫钰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臻养气垫霜（02 含
苞风荷/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194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肤源小罐玫瑰籽胶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07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草本植物焕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2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水光出水玫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2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水光出水芦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25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草本植物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3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红焱植物精华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红焱植物精华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红焱植物精华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3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妤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妤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妤植物美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花朵精灵护手霜(洋
甘菊)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56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肤美桐 水润透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59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韩婵纤润柔嫩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纤润柔嫩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纤润柔嫩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玻尿酸多效修护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76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草本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28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草本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01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瞬柔一号滋养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17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19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蔓莉妙澜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套-舒颜
紧致冻干粉+肌底修护六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22 广州嘉纳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源韵养玉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25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希利娜石墨烯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29
诗妮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尚一婳草本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35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褐彩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3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魅紫电
眼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魅紫电
眼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魅紫电
眼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3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蓝姬密
翘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蓝姬密
翘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蓝姬密
翘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可可浓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可可浓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可可浓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4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HouseSerum Pro乳糖酸去黑头鼻贴（收
缩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55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useSerum Pro乳糖酸去黑头鼻贴（导
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58
广州米尼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UIJU蛇毒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68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韦本初香氛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7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在花开时首乌头皮滋润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75
广州爱在花开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瞬柔一号保湿滋养润肤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387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科美臣富勒烯燕窝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01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萱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02
广州艾普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烟酰胺活力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0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素韩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14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兰肌漾净透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19
广州兰肌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克胶原多肽弹力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28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维她百深海珍珠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深海珍珠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深海珍珠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深海鱼油水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深海鱼油水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深海鱼油水分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克烟酰胺水润俢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37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清克烟酰胺水润俢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43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清克烟酰胺水润俢活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46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PRINCHIC HAIR MASK P4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HAIR MASK P4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HAIR MASK P4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5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康媄修护丝滑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3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VAN SIMEY清肌净颜祛痘水粉液套盒-清
肌祛痘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5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若水三千紧致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6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克胶原多肽弹力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72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汉莎简研璀璨倾心梦幻高光粉2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78 广州汉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花朵精灵护手霜(山
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91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NAIWO耐沃头发护理精华乳（修护毛
躁）

粤G妆网备字202022649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颜青春冻龄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3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Helaiya赫萊雅水光莹润多肽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水光莹润多肽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云至臻靓肤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云至臻靓肤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云至臻靓肤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考乐翟 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考乐翟 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考乐翟 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1 广州市欧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芬肌底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曼菲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涵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涵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曼菲涵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3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IYANSHE佩研社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灵芝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59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顺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66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肤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6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肤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6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净肤绿豆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6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褐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69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想家 灌装胶 88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81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囹点五氨基酸温和洗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88 广州慧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克胶原多肽弹力紧致啫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95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校花秘语紧致精华膜贴片 粤G妆网备字2020226597 广州熙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艾草植萃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艾草植萃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扎地艾草植萃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赋能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11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囹点五角蛋白丝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80 广州慧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拉奇西柚清新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90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拉奇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92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胶原蛋白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696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vzvo多效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01 陪伴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06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丽智妈咪肩颈肌肤养护套-肩颈肌肤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26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菡卡深层清洁粉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31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鸾莺小肌蛋多效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32 广州鸾莺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雅诗驰ACOQS鳄鱼油滋润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49
广州市匡博佳立科技有限公
司

余生美库拉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52
广州宝和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粒里柔雾精细双头旋转眉笔 01LIGHT 
BROWN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62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涞淇儿循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63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印堂珍珠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润印堂珍珠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润印堂珍珠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GH富勒烯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4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SyaLaa 思雅拉 樱唇媚色口红（温变
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5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粒里柔雾精细双头旋转眉笔 02DARK 
BROWN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8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79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柔雾精细双头旋转眉笔 03GREY 
BROWN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81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甜蜜樱花滋润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8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快手溪源舒缓精油八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9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快手溪源舒缓精油八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9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快手溪源舒缓精油八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6791 广州庆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0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咪朵浪漫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浪漫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浪漫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邂逅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邂逅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UO咪朵邂逅香氛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媚清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2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老姜精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37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rawmake水感散粉 DM301E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38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ZIUHOO植后芦荟多肽修护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4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净颜多效蓝铜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43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rawmake水感散粉 DM302E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44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awmake水感散粉 DM303E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49
广州市星焱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皓净颜多效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51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美幻雅胶原蛋白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62
广州标泷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茉海金沙嫩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67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皓净颜瓷肌娇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74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植颜悦色眼部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86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语清颜-冻肽修护冻干粉+冻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892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媚焕能美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04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1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2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姿美皙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2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NZEXI植萃净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2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媛奈皙臻颜焕肤修护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28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凡士林倍护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凡士林倍护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凡士林倍护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3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佰茜妮草本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37 广州佰茜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烟酰胺补水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47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姿妍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多肽肌底
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多肽肌底
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多肽肌底
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姿妍多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多肽肌底
修护冻干粉+多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5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幻想家 灌装胶 66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67
家和美学化妆品贸易（广
州）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净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75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语清颜骨胶原蛋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78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媛奈皙奢养赋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80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媛奈皙多肽润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81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美臣富勒烯燕窝水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6983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氨基酸清爽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03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瞬柔一号清爽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04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植美诗透颜净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畅妤逆龄焕颜蛋白冻干粉+逆龄焕颜蛋
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10
广州缘慈美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婵媚焕能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13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奈皙光感玉肤平衡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15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峰丽棠明眸幻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23
广州峰丽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玺靓颜靓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芊玺靓颜靓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3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CEILEA雪罗兰赋活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3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净氧舒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净氧舒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净氧舒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4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黎语清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56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婵媚净颜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5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兰妮舒润紧致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1 广州思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松润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润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润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通养舒畅精华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OLIANG魔靓姜汁修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修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MOLIANG魔靓姜汁修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BRP深海鱼油核糖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5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芙莎黄金蜂蜜滋润修护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7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小肌蛋虾青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8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源美润透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91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肤肌妮 安肌清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27099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无缺基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04
广州聚合众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臻活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06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智妈咪肩颈肌肤养护套-肩颈肌肤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14 广州汉束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曼瑞娜修护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15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尚一婳老姜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0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尚一婳草本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2 广州知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舒润草本油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泊松活力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2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年代安瓶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31 广州汉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亚美皙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34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微冠洋甘菊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3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皓净颜瓷肌润颜靓肤膜+皓净颜瓷肌润
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50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清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5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她百玉露蜗牛水漾鲜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玉露蜗牛水漾鲜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玉露蜗牛水漾鲜泽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特孚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维他命海藻清润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维他命海藻清润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维他命海藻清润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魅惑之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87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9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颜烟酰胺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196
美百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型美汇香氛初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05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花丝岸摩洛哥丝滑盈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15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楮留香奇焕水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30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她百妙龄美肌焕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妙龄美肌焕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妙龄美肌焕活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翠寡肽凝肤蚕丝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47 广州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臻皙烟酰胺透皙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48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控油护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5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控油护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5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控油护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53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洋甘菊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6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婵贵人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婵贵人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68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乔微娅植香玫瑰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7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叶绿凡士林透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7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凡士林透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7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凡士林透亮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7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尔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83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荀妃洋甘菊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84 广州兰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瞬柔一号柔顺烫染后焗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89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FAJUE法爵多肽润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294 广州曙耀日用品有限公司

恒赫暨美氨基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12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狄兰多肽塑颜臻致黄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17
狄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狄兰多肽塑颜臻致黄金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31
狄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丽微雅 清洁净颜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4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洗面奶（积雪草精
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57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芊·倾·堂酵母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6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媚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65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狄兰多肽塑颜臻致玫瑰金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78
狄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心蓓爱藏红花舒润水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8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睫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39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ZLC凯乐荣耀高级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0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SUSO丝索艾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SUSO丝索艾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SUSO丝索艾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6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瑟马油倍润嫩肤手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马油倍润嫩肤手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马油倍润嫩肤手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0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臻养气垫霜（01 出
水芙蓉/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21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鱼子焕
采紧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33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媚焕能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42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樱花裸粉6#)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5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指甲油(糖梅仙子2#)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5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指甲油(蓝莓冰沙1#)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5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东田溢梦水溶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62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王妃驾到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妃驾到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王妃驾到美颜色彩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清透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8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屏障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洁面乳NⅣ-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华乳N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肌底面膜Ⅶ Ⅳ-
Ⅲ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油Ⅵ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精油Ⅷ 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仙人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沙棘橙皮苷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玫瑰多酚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49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洁面啫喱NⅤ-Ⅰ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0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洁面膏NⅥ-Ⅱ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0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实验室赋活水Ⅴ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0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艽缘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提升溶媒液+
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18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艽缘亮肤冻干粉+亮肤溶媒液+亮肤莹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20 广州澳科时代科技有限公司

荔延臣秀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4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霏娅美龄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42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六度水烟酰胺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552
广州靓泽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丝妍精油柔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677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芸姿美皙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767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九蒸九制清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68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九蒸九制清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68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九蒸九制清韵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7686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1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4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4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NN GLOOSY LIP COLOR Z604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1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Fondling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2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Party for one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3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un to you FE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4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Burning passion HO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5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Love Whispers HO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6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eady my lips HOMME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7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ONIK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BB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Conditii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Conditii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Conditii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3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IK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蓝铜肽免洗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743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云微冠洋甘菊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2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婵媚活能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29 广州容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蔻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32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三岁清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3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3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3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茉海金沙嫩颜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0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如歌芦荟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芦荟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如歌芦荟尿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般容颜聚美多肽童颜套-聚美多肽童
颜冻干粉+童颜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百般容颜聚美多肽童颜套-聚美多肽童
颜冻干粉+童颜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百般容颜聚美多肽童颜套-聚美多肽童
颜冻干粉+童颜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78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茜如娇虾青素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虾青素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虾青素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汇香氛初恋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6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BONA  莱铂娜蓝宝石赋活滋养臻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7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安舒朵雅海洋之心精华膜+精华膜调和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58
广州依尔洁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慧中秀多肽胶原修护冻干粉+多肽胶原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61
广州芈妍生物技术开发有限
公司



泉潤靓橄榄果油防糙裂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68
广州鲜润之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LULIAN法露莲玫瑰纯露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8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薇琳氨基酸浸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91 广州海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样舒缓保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194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姜盐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00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体验套装-至尊嫩肤精纯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01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样清爽保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02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体验套装-至尊嫩肤冻干
粉+至尊嫩肤溶酶液+至尊嫩肤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04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素茜臻萃美肌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05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卡乳木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25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焕颜亮肤冻干粉+玻色因
焕颜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9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焕颜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9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熬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29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凝时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30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日出倾城黄金蛋白肽套装 黄金液+黄金
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28303 广州黛兰卡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臻颜水光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308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玻色因净颜亮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31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狄兰狄兰之谜修颜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09
狄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4色修容盘（02浮光
若梦）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10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戏梦大师4色修容盘（01落日
迷情）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13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1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玉美悦美头皮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36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发美堂头皮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39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她百抗皱亮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抗皱亮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抗皱亮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洋甘菊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5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欧.俏颜苦参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65 广州美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菡卡曲酸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476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Sea Cholan诗之岚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20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恋姬抗皱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2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抗皱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2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抗皱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2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梵沐青丝毛发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33
广州梵沐青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皓净颜焕采嫩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37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多效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38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水氧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39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皓净颜焕采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40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洗面奶（蜜桃精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41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冰淇淋洗面奶（牛奶精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42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蕾贝娜温润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44 广州新玑商贸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6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素媄琳传明酸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72 广东柏美紫馨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光采无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7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乌泥净妆粉嫩面膜修护精华套-收缩毛
孔嫩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79 广东优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兮活力青春美颜修护套-活力青春美
颜修护冻干粉+活力青春美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兮活力青春美颜修护套-活力青春美
颜修护冻干粉+活力青春美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兮活力青春美颜修护套-活力青春美
颜修护冻干粉+活力青春美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5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蒂奈儿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安肌舒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19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36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芙特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37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墨颜何首乌精华液套盒-何首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何首乌精华液套盒-何首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碧墨颜何首乌精华液套盒-何首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Eubazaar欧芭莎玫瑰精油焕亮嫩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润妍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5
广州大唐润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润妍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6
广州大唐润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綠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綠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綠草元山茶花婴幼儿柔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49 百草堂医药股份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能量套-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85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能量套-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88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能量套-蚕丝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9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肤大师密码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9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恋水动力馥春养护精华液+馥春养护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8699 广州盛璟科技有限公司

初恋水动力密语修护精华液+密语修护
冻干粉+粉嫩润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01 广州盛璟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男士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肤大师精粹营养液+晶肽焕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娇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艾雅莱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雅莱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雅莱伞花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琪娜草本清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2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醒密蒙花舒缓莹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36
亮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肌本源素多肽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多肽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多肽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3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恒赫暨美修颜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44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植香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47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TELYN 卡特莲 黑耀钻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56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男士植萃臻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植萃臻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植萃臻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6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润妍六胜肽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1
广州大唐润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欣爾修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可欣爾修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可欣爾修护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天泰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馥荌雪绒花精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荌雪绒花精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荌雪绒花精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焕平衡套 舒焕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91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平衡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79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平衡套 舒缓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00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养护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05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养护套 舒活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0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养护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Meihuang媚皇 女王魅惑唇膏 （风情小
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4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悦养护套 舒悦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5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Meihuang媚皇 女王魅惑唇膏 （迷情
999）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6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畅养护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8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花与人间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19
花与人间（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Meihuang媚皇 女王魅惑唇膏 （千变胡
萝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1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与人间纤连蛋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2
花与人间（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恒大冰泉燕窝臻颜水润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4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畅养护套 舒畅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5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花与人间类蛇毒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7
花与人间（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活力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2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活力套 舒畅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31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焕养护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3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焕养护套 舒焕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3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养护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41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养护套 舒缓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42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蜜肌御方草本净颜面膜粉+蜜肌御方草
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草本净颜面膜粉+蜜肌御方草
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草本净颜面膜粉+蜜肌御方草
本净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凡士林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5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凡士林草莓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5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地天泰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地天泰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畅平衡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8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妙龄姬时光琉璃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8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姬时光琉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8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澜维斯维C维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澜维斯维C维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澜维斯维C维E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2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本源素多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多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肌本源素多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4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深海赋活焕颜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889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止痒防干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09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YSMY六胜肽光果甘倍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1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SMY六胜肽光果甘倍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1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豫玉静颜净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泉贝儿 莹润补水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28 广州雅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4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美伊红樱桃健康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43 广州微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平衡套 舒畅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4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6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生姜平衡滋养发际线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897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浓密魅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浓密魅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浓密魅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平衡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8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甜美粉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甜美粉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Qiaoanna俏安娜炫彩纤翘睫毛膏甜美粉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1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活力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27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活力套 舒缓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3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活力套 舒悦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34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平衡套 舒悦平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3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平衡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41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五月妆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42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平衡套 舒活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44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佐格光感修颜遮瑕膏（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6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臀部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9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9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千方谷丰舒活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79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熊果苷雪颜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熊果苷雪颜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咪恰熊果苷雪颜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育 千方顺顺养护草本暖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81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09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靓傲江湖补水靓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11
赋能美（广州）健康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翼颜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1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1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翼颜深海多效亮采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1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舒活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2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佑颜小厨植萃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植萃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植萃焕颜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维汉姜头皮净化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42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班舍尼凡士林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49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然佰草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167 广州然佰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蕾缇眼部滋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13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缇妮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1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克烟酰胺水润俢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23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芬缇妮茶树控油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2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茶树控油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2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茶树控油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2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吻深层润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29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四季莲莲滋靓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32
广州美依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艾 儿童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37
广州市超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缇妮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3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3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23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筱兰妮羊胎素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361 广州思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草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3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草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3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草莓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37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抖梵皙植萃臻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386
广州蒂梵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欧缇净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01 广州欧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抖梵皙植萃臻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20
广州蒂梵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抖梵皙草本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21
广州蒂梵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贝露 鸡尾酒熬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22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ULIAN法露莲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52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莹润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莹润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活莹润套盒-莹润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森溪海洋清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491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多彩天姿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14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彩天姿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14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彩天姿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14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胶原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2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山茶花油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32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悦目宝套装悦目舒缓霜（日）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4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伦达美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45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 清透焕采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4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酵母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48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美研色玖潮焕彩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56 广州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赋活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CKO圣兰戈金纯焕活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572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颜嫩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颜嫩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净颜嫩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亲恩 燕窝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39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凡氨基酸泡泡洁面干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40
欧众联合（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恒赫暨美金盏花清透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41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泉贝儿 丝滑雪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61 广州雅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珂美小金条纤细三角眉笔（2#深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85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珂美小金条纤细三角眉笔（1#浅咖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86
广东顺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LLUMINARE限量礼盒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94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9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9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69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氏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07 广州传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0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0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0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XGMT鑫格美婷 多效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18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燕裕燕窝奢养气垫粉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36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裕燕窝奢养气垫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39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驻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5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绿豆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63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美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74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迷你优婴童亲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77 广州狸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三岁清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7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霏粟甄美宠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0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三岁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arthshin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arthshin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arthshin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Earthshin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8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ZEESEA ファイバーマスカラ　ＯＲ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9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QUEEN COCONUT OIL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COCONUT OIL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QUEEN COCONUT OIL AMINO ACID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三岁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797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因泽肤时光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1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植茵子植物精华舒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14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ILLUMINARE限量礼盒水琉璃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17 广州恋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姬薇儿烟酰胺倍润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22 广州贸昌商贸有限公司
索梵薇浪漫香遇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1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2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壮美颜喷雾面膜-滋养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5 广州葆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丝小兔凡士林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7
广州臭皮匠传媒科技有限公
司

纪芙美氨基酸净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8 广州纪芙美科技有限公司
维她百橙汁嫩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橙汁嫩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橙汁嫩肤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小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52 广州壹玖捌陆贸易有限公司
壮美颜喷雾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53 广州葆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壮美颜喷雾面膜-体验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55 广州葆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酵母亮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1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肌底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6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贝诗烟酰胺美肌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87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知言酵母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88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知言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29899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润莱悦目宝套装悦目舒缓霜（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0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霏粟甄美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05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微兰精粹新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精粹新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精粹新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蓝铜肽水漾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10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雅芙清颜水嫩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13
芳尔妮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第九行星玻尿酸赋活冻龄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22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霏粟甄美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29924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霏粟甄美草本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00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霏粟甄美草本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02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Oliv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5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Natu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7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loose powder Medium 
Buff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Mango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Mango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Mango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4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对面家草本精华静养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52
广州柏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Peach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Peach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Peach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5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粟甄美草本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59
广州春格贝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保萱美韵套-美韵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097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滑溜溜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0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滑溜溜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0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角蛋白珍珠滑溜溜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0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研诗焕颜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15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立肤烟酰胺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1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优立肤烟酰胺皙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18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冰沁泉植物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19 广州冰沁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立肤舒缓柔肤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20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矜悦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21
广州市韩博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立肤烟酰胺粉嫩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24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矜悦美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29
广州市韩博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立肤烟酰胺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30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LINZEXI多肽透明质酸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42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蒂多肽美肤冻干粉+肌源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52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芸姿美蜗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6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姿美皙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6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畔熙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6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丽媛 腺苷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腺苷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腺苷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妙龄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妙龄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妙龄约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雪肌丰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6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清润柔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清润柔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清润柔滑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美颜肌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美颜肌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美颜肌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拉蜜女亮肤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19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爽肤康头皮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0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爽肤康头皮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0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爽肤康头皮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0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清美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1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花寇玫瑰莹润净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18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型美汇香氛初恋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20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姬时光琉璃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28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肽能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54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修护润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55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阅香靓眼紧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56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资莱皙烟酰胺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71 广州资莱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蜜假期四重透明质酸钠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76 广州星莎贸易有限公司



卓酷六胜肽抗皱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291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兰肌漾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303
广州兰肌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美万家御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310
广东五二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养道 彦门御方藏膏（腰腿腹部专
用）

粤G妆网备字2020230311 广东彦门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康养道 彦门御方藏膏（颈肩背部专
用）

粤G妆网备字2020230312 广东彦门实业投资有限公司

采佳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69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研诗焕颜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72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梵水杨酸山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74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川梵苹果酸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75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婷樱花伞花烃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79 广州市瀚方商贸有限公司
姿美泊多肽粉+多肽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泊多肽粉+多肽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泊多肽粉+多肽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黎雅阁蒲公英箐萃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84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采佳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86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舒享家玻色因光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95 广州独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黛诗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597
广州市茗鑫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恺舍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06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大师生物多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0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恺舍手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12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舍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18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蒂烟酰胺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19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恺舍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20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卡丹水嫩光亮美颜隔离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26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莲卡丹逆龄多效塑颜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31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丽尔舒 金盏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32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愉安欣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45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5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5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牛奶烟酰胺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5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漂琥珀玫瑰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漂琥珀玫瑰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漂琥珀玫瑰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珀天然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68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7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7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赋活嫩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7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苗悦堂藏秘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75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龙血树沁润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龙血树沁润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龙血树沁润角质调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8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0698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娇美俏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08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俏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09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娇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0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臻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1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臻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3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臻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4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娇美润养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5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1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2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奈 老姜艾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1 广州醒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无缺神经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3
广州聚合众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恺舍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4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苒后肽能丰韵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苒后肽能丰韵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苒后肽能丰韵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4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深海胶原立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深海胶原立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深海胶原立体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50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63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砾葛根臻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64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鱼子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782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活力套 能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15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E Plus Shum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E Plus Shum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E Plus Shum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2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Grenad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Grenad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Fruit Gloss Grenade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荔延臣秀亮润滋养液+盈亮肽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5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博芮思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56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58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佗美鼻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63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色魅力柔润钻切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65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御曼丽焕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6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7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工坊童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79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张砾臻润舒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89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曼丽焕颜洁面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023089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4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圣娇美臻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48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美康焕颜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60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美活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62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曼丽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7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78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曼丽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7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养护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2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艾多姿艾叶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5
广州柏莉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焕养护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6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活力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7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盈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养护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099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养护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01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活养护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04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平衡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06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平衡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3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畅平衡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34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韵莱娜北非雪松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48 广州韵莱娜科技有限公司
张砾葛根臻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0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御曼丽焕颜舒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缓活力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59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戴姬佛伦蜜桃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64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焕平衡套 能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66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海漂琥珀牛油果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漂琥珀牛油果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漂琥珀牛油果琥珀精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蜂蜜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蜂蜜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蜂蜜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三岁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79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颜三岁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82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暖妍御龄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87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玛轻柔雾色唇釉 Q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90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法姿玛轻柔雾色唇釉 Q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94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法姿玛轻柔雾色唇釉 Q03 粤G妆网备字2020231097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臻美康焕颜新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0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姿玛轻柔雾色唇釉 Q04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1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平衡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舒畅调理套盒-舒畅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旅程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清爽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0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传明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12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品舍男士清爽劲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14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莱雅薰衣草精油去屑控油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19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滋养呵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滋养呵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旅程艾草老姜滋养呵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3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品舍男士古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3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妍御龄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38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品舍柔顺盈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42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之蕴羊胎素透亮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59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氧清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氧清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氧清塑颜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6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三岁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163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暨肤日记紧肤冻干粉+紧肤溶媒液+紧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07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肤日记寡肽冻干粉+美颜冻干粉+美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09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蔚蓝美塑蛋白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67 广州鼎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蔚蓝美塑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70 广州鼎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茜子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72
恒丰（广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暖妍御龄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74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妍雅草本净颜抗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85
广州市菲妍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荔延臣秀生物多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8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奢宠初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94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肤缘三型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29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奢润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04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肤日记多肽复合冻干粉+多效复合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21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肤日记寡肽修护冻干粉+美肽修护溶
媒液+靓丽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23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蔻蜂王浆焕亮修护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32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月清晨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月清晨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月清晨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素茜臻萃美肌提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44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茵甲油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50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三茵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52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三茵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54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三茵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58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清萃静悦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66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植清萃果趣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69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七层肌胶原蛋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73
七层肌抗衰皮肤研究中心
（广州）有限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8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8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8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萃肩颈滚珠舒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392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鱼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09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暖妍浓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11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缘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1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香草宴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4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香草宴能量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4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香草宴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4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暨肤缘五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49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伊妮比蒂玫瑰喷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妮比蒂玫瑰喷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妮比蒂玫瑰喷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5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55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1#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6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ea Cholan诗之岚纤连蛋白冻干套 纤
连蛋白冻干粉+玻尿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63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妍小陌猫爪润唇膏 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4
尔沫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妍小陌猫爪润唇膏 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5
尔沫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靓修堂 御龄黑兰焕颜龙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水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水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小分子水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8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IEIVC烟酰胺香水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9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EIVC烟酰胺香水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9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EIVC烟酰胺香水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9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郴美果萃精华滋润舒缓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497 广州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茵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03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施婷超级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超级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超级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2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甘草酸二钾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3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对面家生姜修护密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5
广州柏钰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芭萊芭秀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17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虫草灵芝
孢子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2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虫草灵芝
孢子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2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精华液套
盒-虫草灵芝孢子灌肤冻干粉+虫草灵芝
孢子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2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25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溶
解液+清肌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溶
解液+清肌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溶
解液+清肌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水蜜桃柔嫩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5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鱼籽奢宠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85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羊胎素奢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86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紧实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87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奢宠初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88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之蕴复活草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89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昔颜传奇水润紧致套-水润紧致冻干粉+
水润紧致溶媒液+水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94 广州暨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亚玛丽金刚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1597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百世珍研肌初润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世珍研肌初润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世珍研肌初润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靓弹滋养
精华液+小分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靓弹滋养
精华液+小分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靓弹滋养
精华液+小分子胶原蛋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颂 植萃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颂 植萃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颂 植萃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鱼子酱抗皱按摩眼霜+佰珍堂酵
母抗皱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鱼子酱抗皱按摩眼霜+佰珍堂酵
母抗皱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鱼子酱抗皱按摩眼霜+佰珍堂酵
母抗皱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1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潇雅如玉容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2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如玉容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2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潇雅如玉容颜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2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奈皙丝滑美肌凝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50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草本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草本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草本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5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合诺利超越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57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臻美康清颜美肌冻干絮+清颜美肌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6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芳兰烯富勒烯多肽珍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670 广州神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芦荟修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芦荟修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芦荟修护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草本薰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2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茗媛 百草金膜丽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30 广州华医堂药业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37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宝莲素颜奢华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颜来玻尿酸保湿丝滑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5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逸生姜滋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56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6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姿美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6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LULIAN法露莲酵素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71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芬清质丽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7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四季套-冬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87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的九次元舒缓清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89
大成有爱（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四季套-秋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90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四季套-夏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93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四季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97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菲凡四季套-春季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898 广州康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芹雅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芹雅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芹雅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柔亮去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2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柔亮去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2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飘香阁女人香系列柔亮去屑洗发乳
（留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2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AMAZING YOURS美致时分茶树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38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凝肤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硫磺温和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硫磺温和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硫磺温和祛痘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5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闺蜜假期氨基酸洁颜泡沫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53 广州星莎贸易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3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3号+亿苹水玻尿酸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3号+亿苹水玻尿酸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3号+亿苹水玻尿酸赋活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6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6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苹水透皙原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6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多肽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69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萝莉溚甲油胶37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71
广州卡洛芙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素妆本草微晶紧致抗皱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77
广州市神农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鹊柔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82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霖润娇莹润焕亮冻干粉+霖润娇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莹润焕亮冻干粉+霖润娇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莹润焕亮冻干粉+霖润娇多效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宝莲素颜清爽透肌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兰顿芝密草本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95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丝妍烟酰胺倍护香氛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1998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叶绿生姜轻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生姜轻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生姜轻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胶原蛋白导出清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拉·美宝儿水感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希拉·美宝儿水感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希拉·美宝儿水感透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0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1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涣彦美丽涣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1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宝莲素颜奢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宝莲素颜莹肌保湿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2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宝莲素颜草本蛋白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宝莲素颜控油祛痘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2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KEKOU可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29 广州鸿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琰堂  赋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琰堂  赋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琰堂  赋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3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玖胶原抗皱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47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帛美莱寡肽修护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56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胶原蛋白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7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元永诚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元永诚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天元永诚玻尿酸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妈雅三宝草本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0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IRYDISE氨基酸弹力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08 广州泓岭商贸有限公司
芬缇妮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成羊胎
素寡肽修护冻干粉+ 蓝铜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0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成羊胎
素寡肽修护冻干粉+ 蓝铜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0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缇妮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成羊胎
素寡肽修护冻干粉+ 蓝铜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0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14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富勒烯细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1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鹊柔多肽紧致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17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 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2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洋甘菊保湿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31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雅三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芭莎雾色魅彩极细眉笔01#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3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梦娇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梦娇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体验套装-美肌修护冻干
粉+美肌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55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畅妤妙龄定格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65
广州缘慈美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黛梦诗西柚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73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ZRB魅绽浓密纤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74 广州名娇贸易有限公司

古尔珐 润养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79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百优集青蒿头皮护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85
广州众媛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御宝莲素颜控油祛痘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9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欧芭莎雾色魅彩极细眉笔03#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9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9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芝海盐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199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0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0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樱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0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水洋世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0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多重焕彩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0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多重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1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多重焕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1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多重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1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绮珍珠多效隔离霜01雪纱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22 广州玫丽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KERDINA克蒂娜云朵慕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25 广州骏东贸易有限公司
型美汇香氛初恋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26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贝熙羊胎素淡纹弹润冻干粉+溶媒液
组合套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贝熙羊胎素淡纹弹润冻干粉+溶媒液
组合套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贝熙羊胎素淡纹弹润冻干粉+溶媒液
组合套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水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5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水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58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Repair King水洋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5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雅三宝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EACCOR靓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67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美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69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ACCOR美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70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78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莎雾色魅彩极细眉笔02#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8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美肤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85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beautIFU Brand ANTI -BREAKAGE 
PROTEIN DEEP CONTID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86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beautIFU Brand HYDRATE &DETANGLE 
MOISTURIS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87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beautIFU Brand HYDRATE CONDITIONER 
CO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89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beautIFU Brand ANTI DANDRUFF 
PU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0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beautIFU Brand SUPER EDGES & HAIR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1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beautIFU Brand CURL ACTIVATOR 
ANTI-BREAKAGE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3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GOLNAR ARGAN OIL Silicone Free 
Argan Serum Argan Plex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ZELL МАСЛО МАРОККАНС
КОЙ АРГАНЫ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Dosisg6c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6
广州市福俊源企业管理咨询
有限公司

婴美肤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8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莎双色珠光眼影棒02#落日橙 粤G妆网备字202023229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逸生姜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01 广州迪莱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蜜假期二裂酵母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02 广州星莎贸易有限公司

BEICI红石榴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06
广州金贝康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涣彦美丽涣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09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涣彦美丽涣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1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莎简研梦幻星空慕斯眼影1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14 广州汉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莎简研琉璃梦幻四色眼影4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16 广州汉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梦诗柑橘清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17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维A醇青春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维A醇青春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维A醇青春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音茵滋养弹力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音茵滋养弹力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音茵滋养弹力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2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水漾润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3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水漾润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3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水漾润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3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黛梦诗蜜桃香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38 广州见漾贸易有限公司
颜来补水顺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流牧者温和控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3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あなたBlaned草本臻萃水润清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4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碧丝脂醇保湿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5
广州市芭碧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一丝茉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茉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茉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4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あなたBlaned草本臻萃润丝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0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一丝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7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5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叶绿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一叶绿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一叶绿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芭莎口红雨衣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6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玻色因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69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芭莎双色珠光眼影棒01#大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bvzvo多肽弹润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2 陪伴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众蓉花氨基酸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蓉花氨基酸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蓉花氨基酸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蓉花氨基酸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尔珐臻颜透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80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茜茜星耀柔雾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88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牧爱玫瑰润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90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物华堂牡丹紧致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9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物华堂牡丹紧致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9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物华堂牡丹紧致靓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39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hinemom 菲诺蒙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0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740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1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108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2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196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3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黑桃皇后钻石焕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5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999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6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646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8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婷色魅力柔润口红T772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09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巴黎雅阁蒲公英菁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72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釉01#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7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釉02#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8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釉03#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8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87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釉04#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8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达美淇艾草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498
广州市韩淇芷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荣鈺闺密倍润修护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10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11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补水滋养均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12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发掌门暗黑炫色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46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若翔美肌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5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媛奈皙赋活水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56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祛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7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KIMUSE缪色 玫瑰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81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柔蓝惜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8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玫瑰哑光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83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RETTE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RETTE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RETTE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诗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7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尊宠清肌焕颜套组-清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5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决虫草熬夜焦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01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顾姿堂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堂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堂果酸焕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金箔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1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菜菜美食日記植物速溶泡脚球（艾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21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菜菜美食日記植物速溶泡脚球（薰衣
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22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菜菜美食日記植物速溶泡脚球（益母
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23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合元春 元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dern bazaar 传明酸烟酰胺润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传明酸烟酰胺润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传明酸烟酰胺润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景肤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5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合元春 元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恺舍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48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画酵素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51 广州美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KROKO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OKO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OKO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zin萃植精清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59 广州朗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曼丽焕颜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84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美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97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雅邂逅香氛丝滑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698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LORYAN芳洛妍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05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QIER安淇尔天气丹华泫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14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1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29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胸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力古男士活炭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39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4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GP4G专研多效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58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菜菜美食日記高原玫瑰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72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森溪润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73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灡贵人小香蕉维他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75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臀部养护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80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丝康水解小麦蛋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81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美康璀璨新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8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3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龙血弹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龙血弹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龙血弹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草本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草本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草本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79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0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美康焕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12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益美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1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益美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1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同益美回春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1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月蔷薇眼部修护焕采组合-多元修护
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14 广州瑞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昔颜传奇水润紧致套-精纯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25 广州暨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炫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2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炫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2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炫彩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2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ORA滋润亮泽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31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VIOORA滋润亮泽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31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Dm’sr水润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1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焕颜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6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非俗香逆龄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5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诗婕逆时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婕逆时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婕逆时光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1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月清晨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月清晨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月清晨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源康草本植萃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源康草本植萃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源康草本植萃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薇颜冻干粉+薇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88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海洋诗韵水蜜桃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水蜜桃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诗韵水蜜桃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弛小巷水光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水光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水光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896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淇富勒烯奢宠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6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尔淇富勒烯奢宠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6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尔淇富勒烯奢宠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6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白草植萃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柔顺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08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二家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11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dern bazaar 冰川醒肤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冰川醒肤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冰川醒肤防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DU玻色因冻干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51 广州雅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③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M烟酰胺粉嫩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6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清胭 嫩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 嫩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胭 嫩润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6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多肽活性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8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清透美肌修护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清透美肌修护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清透美肌修护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7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元春 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299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②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②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②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然芳乙酰化透明质酸钠补水亮肤精华
液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0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杰拉 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2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杰拉 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2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杰拉 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2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BM烟酰胺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22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瑞虎净肤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34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白草植萃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润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诺伊胶原蛋白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1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佳妆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2 广州市百粤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白草植萃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美渡氨基酸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氨基酸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氨基酸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4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玖胶原蛋白水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52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牛油果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5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牛油果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5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牛油果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5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白草植萃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舒缓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舒缓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白草植萃舒缓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074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肽妙颜 美肌体验套装-美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267 广州申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么么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271 广州国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植萃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29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海洋之蕴羊胎素洁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295
广州海洋之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木棉轩焕颜粉+木棉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308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iXu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3311
广州市妮爱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烁柠檬海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331 广州嘉茵商贸有限公司
菲诗婕逆时光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1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婕逆时光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1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婕逆时光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1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美媛舒缓修护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40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渡控油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4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控油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4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控油保湿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4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璀璨星光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43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纤长卷翘睫毛膏 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1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蒂兰奥优肽沁润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nax柔肤修护二裂酵母冻干粉组合-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3
广州市壹叁贰零贸易有限公
司

霏沁修护冻干粉套组—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6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御美芝氨基酸净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氨基酸净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氨基酸净润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57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蓁皙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舒缓修护冻干粉套组-舒缓修护溶
解液+舒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蓝铜胜肽冻干粉套组-蓝铜胜肽冻
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6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龙血虾青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47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美诗日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03
广州美诺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清萃臻萃植物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07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百二家柔顺爽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1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水润嫩肤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1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水润嫩肤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1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水润嫩肤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1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蓁皙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干粉+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干粉+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虾青素冻干粉组合-虾青素冻干粉+
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2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色红樱桃温变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26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蓁皙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套组-紧致美
肌提升溶解液+紧致美肌提升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防冻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防冻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防冻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5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HPMY丰盈绚舞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36 广州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女神水光逆龄青春素+水光逆龄青春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0 广州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养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养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养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4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臻美康焕颜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57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心姿坊下巴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61 广州方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渡男士控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男士控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美渡男士控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2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润嫩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润嫩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滋润嫩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7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迪熙美容养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熙美容养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熙美容养颜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弛小巷烟酰胺弹润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59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妞家草本养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许妞家草本养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许妞家草本养护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溶
解液+靓颜深层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溶
解液+靓颜深层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蓁皙靓颜深层冻干粉套组-靓颜深层溶
解液+靓颜深层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搓尼宝贝芦荟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22
贝宝智银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搓尼宝贝金盏花沐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24
贝宝智银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爱斯茜烟酰胺美肤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27 广州爱斯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恋花颜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4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姬兰熙鲟鱼子海藻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59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顶尖奇迹光感柔肤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60 广州高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芝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6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6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6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宝莲素颜肌因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DLXR黛莱星儿臻颜轻塑光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690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美芝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0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0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0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卿小漾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旬清爽透净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5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小漾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欧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欧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欧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润莱黛西萌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1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柬秀时光焕颜液+时光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2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小漾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芝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芊丝雪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丝雪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丝雪补水透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27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缇思雨雾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30
广州美丽传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溪辰牛奶丝滑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51 广州陌香商贸有限公司
宸品山茶籽油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64 广州从化联盛酒店用品厂
LELI乐力虾青素修护香氛沐浴露套盒-
虾青素沐浴露（祖马龙香）+虾青素修
护精华液+清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73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TOUPI去屑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74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小分子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3779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GINDOUBLE清爽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22
广东姜多宝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errmii小芈邂逅清透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1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CYCY靓肤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靓肤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靓肤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平衡套 舒悦平衡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7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FGV维E臻润变色唇膏樱桃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8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FGV维E臻润变色唇膏红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39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爱斯茜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40 广州爱斯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LEIDO 烟酰胺水光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净透醒肤焕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净透醒肤焕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男士净透醒肤焕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rrmii小芈植物营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7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舒缓去屑养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74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舒缓清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7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植物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7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TiLian缇恋恋之美焕颜沁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Lian缇恋恋之美焕颜沁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Lian缇恋恋之美焕颜沁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青春活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87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花棠胶原修护冻干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894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御宝莲素颜肌因修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宝莲素颜肌因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1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宝莲素颜肌因修护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1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晶润养护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晶润养护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晶润养护
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参林焕颜遮瑕粉底液100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7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莎娜富勒烯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富勒烯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莎娜富勒烯丝滑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焕颜遮瑕粉底液1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29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CALLURE TRUE MATTE LIP CLAY FA-
179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3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MOUNTAIN SEA Aromatherapie CURL 
CREAM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3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Marula Oil and 
Argan Oil Renewal Keratin Smooth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Marula Oil and 
Argan Oil Leave-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Marula Oil 
MoroccoArganOil elixir Cur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Marula Oil and 
Argan Oil Color Protect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Marula Oil Argan 
Oil Anti-Dandruff & Anti-Hair Loss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ALPHA ARGANIA GOLD Argan oil h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ECHS KERATIN 0+ PROTEIN 
SILV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SPRAY MASK 10 IN 1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CONDITIONER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SHAMPOO BLONDE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4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Mask intense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CONDITIONER hydrate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SILKY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SILKY THERMO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ONLY 4 HAIR Rep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JADORE HAIR SUPPLIES INTENSE 
MOISTURE HYDR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JADORE HAIR SUPPLIES BLONDE 
HYDR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JADORE HAIR SUPPLIES 
Protect&conditioner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58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kids hair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LDHA naturals kids leave 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r Botox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R BOTOX Maintenan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otoxtreme Capillaire glam store 
Senteur Vanilla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U WELL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U WELL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Glia Arga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6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清肌焕颜修护套焕颜冻干粉+
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3980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茜子小红瓶微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25
恒丰（广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姿薇琳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38 广州海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卡芙Sencafu劲爽造型艺术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0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其合诺利香榭海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4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其合诺利狂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5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光玉容氨基酸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7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1）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1）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1）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48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其合诺利迷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50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其合诺利王者风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51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其合诺利时尚魅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67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0）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0）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80）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6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9）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9）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79）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1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3）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3）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73）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4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6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77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水解珍珠蛋白柔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84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GES花漾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87 广州国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清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097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甘露珍宝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5
广州彼爱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营养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营养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营养柔顺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肌叶多效倍润熬夜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09 广州乐呵科技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0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手足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3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控油去屑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控油去屑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红石榴控油去屑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4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媛奈皙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19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追光上阵浮雕高光粉饼 (02耀
眼亮金)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37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半月浮生追光上阵浮雕高光粉饼 (03高
傲钻感)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38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半月浮生追光上阵浮雕高光粉饼 (01倾
心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39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山羊奶净颜去角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山羊奶净颜去角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山羊奶净颜去角质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锜莉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43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菲丽活肽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4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娇韵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5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四合一蚕丝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58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施仙肌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61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花源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63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贝露 咖啡因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64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姜艾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65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眼部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169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春靓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08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e Ya Pro逆龄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逆龄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 Ya Pro逆龄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09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匠焕彩紧实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10
广州医美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r Botox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1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20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toxtreme Capillaire glam store 
Senteur Strawberry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2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虾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套组-虾
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虾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套组-虾
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佑美虾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套组-虾
青素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浪漫香芬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时光玉容水漾胶原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7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TYRANTS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TYRANTS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38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分阿丽玫瑰藻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42
广州美佳皮肤再生医学研究
院

欧倍丝特青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4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倍丝特牛奶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4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年匠心玻色因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54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QRZEN凡士林儿童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凡士林儿童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凡士林儿童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6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lia Elixir Silky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7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ROBEREN MoroccoArganOil elix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9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LLA. Hair Fragran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9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3in one MK8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3in one MK8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IGE 3in one MK88 粤G妆网备字20202343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resan兰花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03 广州碧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AIVLINGN金箔多层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0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sa小肌蛋嫩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2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肤康 藏域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23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香菲丽滋养沁润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4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菲丽活肌明眸肌底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4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戈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戈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玫瑰滋润焕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玫瑰滋润焕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玫瑰滋润焕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5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洋甘菊舒缓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洋甘菊舒缓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洋甘菊舒缓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九美藏红花奢宠焕颜提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5 广州千洁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九美藏红花奢宠焕颜提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5 广州千洁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永九美藏红花奢宠焕颜提亮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5 广州千洁度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钻水解珍珠柔发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66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48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上艾悦活泉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53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芙密码草本睛采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55
广州广粤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免蒸护发滋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根康百媚秀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Chun昌·纯绿藻滋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绿藻滋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Chun昌·纯绿藻滋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8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知言酵母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585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泉贝儿 莹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21 广州雅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空气羽翼定妆蜜粉（透
明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26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康林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2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Phinemom菲诺蒙无硅油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34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袭丽莎蜜源舒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38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发掌门丝绒高定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43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舒缓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58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ICY2玉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Y2玉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Y2玉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resan薰衣草舒畅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69 广州碧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多肽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91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萌禧日记姜黄补水保湿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697
高萌禧严选贸易（广州）有
限公司

妙润佳耳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28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俪滋养修护头皮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29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菲丽活肽明眸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3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菲丽活肽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3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菲丽消润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3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睿笛烫染宝贝硬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38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芦荟水莹保湿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芦荟水莹保湿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芦荟水莹保湿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4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蔓柔洋甘菊精油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62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锜莉香石竹靓肤养颜花瓣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63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蔓柔玫瑰精油雪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64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樱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樱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樱桃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色肩颈舒缓修护套-肩颈舒缓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9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肩颈舒缓修护套-肩颈舒缓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9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色肩颈舒缓修护套-肩颈舒缓赋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79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籁时NeeSe清颜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清
颜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3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UNLOADING尚孕兰多海洋之晶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34
广东尚孕兰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普康诺草本滋养洁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35
广东汉方本草植萃医药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佰妆萃水感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47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誌川慕谷氨酸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66
广州市艾文美发技术有限公
司

OUZIKOU香草冰淇淋莹亮软膜1剂+硅藻
土软膜2剂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70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肌源焕采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肌源焕采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 goddess奢客新生眼部套-肌源焕采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姬尊贵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88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涣彦美丽涣彦清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05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皆喜阿稻芙氨基酸补水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1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皆喜阿稻芙氨基酸补水滑溜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2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皆喜阿稻芙氨基酸补水营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3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图腾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2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焕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53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邂语花玻尿酸补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55 广州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世焕颜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6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世璀璨新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69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决玻色因淡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84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海葡萄+玻尿酸基底深润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3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梦多效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499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兰束 多效越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00 广州兰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匠玫瑰靓肤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16
广州医美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莹淘米水养发米浆淘米水洗发乳（染
烫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4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淘米水养发米浆淘米水洗发乳（控
油洁净）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49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あなたBlaned草本臻萃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50 广州维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淘米水养发米浆淘米水洗发乳（清
爽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5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淘米水养发米浆淘米水洗发乳（滋
润顺滑）

粤G妆网备字2020235052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DRhanxixi植萃亮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0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亮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0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亮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0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FEI·NIYA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07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乔微娅植香去屑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46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美婷积雪草鎏金臻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5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玉堂头部养护组合  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69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CKYFINE凡士林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凡士林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凡士林倍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7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鱼子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79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83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 安肤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297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laiya赫萊雅神经酰胺清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神经酰胺清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肤研肌能修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46 广州文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YCY舒缓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舒缓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舒缓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CYCY补水润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5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6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沁泽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63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6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6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66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纯然美肌贵妇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贵妇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然美肌贵妇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IFENL'Sthe nobiliary cosmetics金
粉·丽炫柔滑弹嫩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IFENL'Sthe nobiliary cosmetics金
粉·丽炫柔滑弹嫩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IFENL'Sthe nobiliary cosmetics金
粉·丽炫柔滑弹嫩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3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匠矿物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00
广州医美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媛奈皙氨基酸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04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松茸秘密赋颜晨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26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私韵滋养修护套-私韵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30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私韵滋养修护套-私韵玻尿酸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31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私韵滋养修护套-私韵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32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畔熙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4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世焕颜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492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3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蓝莓冰淇淋水润软膜1剂+硅藻
土软膜2剂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35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恋花颜花瓣高光腮红一体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37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OUZIKOU玫瑰亮颜凝胶软膜（保湿水
莹）A款+肽藻胶原粉B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40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AIYU艾語清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42 广州市巍峨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黄金凝胶软膜（修护紧致）A款
+肽藻胶原粉B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4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94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YU艾語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597 广州市巍峨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温和洁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08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iAgi紫罗兰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11
广州嘉展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媛奈皙鲜肌玉颜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43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AR HEART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5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CLEAR HEART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5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CLEAR HEART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5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6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6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6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AIYU艾語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63 广州市巍峨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璀璨夺目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65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植萃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75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78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申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6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芭莎双头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1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祚 至臻赋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1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滋养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3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轻盈净颜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3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焕颜轻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59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泽颜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0 广州雪泽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多效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防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诗琳丝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70 广州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柬秀时光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86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翳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翳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翳玻尿酸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79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止痒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0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止痒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0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止痒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0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魅力高光粉饼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2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魅力高光粉饼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25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suuseegel束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26 广州束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季颜多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3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多维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33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FFICK玛菲可魅力高光粉饼04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43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魅力高光粉饼03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4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R.JYS浪漫青春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JYS浪漫青春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R.JYS浪漫青春滋养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7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出水芙蓉组合套-
童颜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出水芙蓉组合套-
逆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出水芙蓉组合套-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出水芙蓉组合套-
水润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出水芙蓉组合套-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87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缌蒂 复元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蕊霞鱼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2 广州修然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安杰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3 广州市凯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杰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3 广州市凯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杰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893 广州市凯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缌蒂 能量赋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能量赋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能量赋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huaxiu瓷花秀姿秀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06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WG 桃醉粉润酸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08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顶熙 美肌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16
国妆汉美（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栢丝芬牛油果奢氛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20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黑桃皇后钻石冰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25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世焕颜新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32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浪漫樱花花香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36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蓝缌蒂 赋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赋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赋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3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魅力高光粉饼05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4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小心机发际线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4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小心机发际线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48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HZ精粹洗发水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HZ精粹洗发水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HZ精粹洗发水 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SCKIQUEN诗卡奴空气羽翼定妆蜜粉（自
然微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1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缌蒂 复元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莉晶活力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莉晶活力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莉晶活力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植萃修护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植萃修护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力本草植萃精华套装-植萃修护能量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5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胶原蛋白修护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胶原蛋白修护睡眠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SHAMPOO B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18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18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GONIST CONDITIONER B18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含翠诗熙美美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7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矜雅富勒烯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8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玻色因酵母御龄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69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70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71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烟酰胺极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72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烟酰胺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73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舒缓嫩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74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蓝缌蒂 温润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温润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温润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mfsfeis青春定格液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35997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0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谜多肽美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21 广州依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ENGCAI迷迭丝滑口红（五支装礼盒）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24 广州马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乳木果经典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27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洁悠美甜蜜樱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39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蝶诗琳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40 广州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心姿坊鼻部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46 广州方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淘米水养发米浆淘米水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47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月妆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63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仙芭侬黄金烟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74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厄里斯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厄里斯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厄里斯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缌蒂 复元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复元能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09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菲丽玻尿酸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馥丝雅鱼子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3 广州骁楚贸易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3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3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3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烟酰胺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6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1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1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1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2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1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菲丽多肽新肌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2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菲丽玻尿酸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2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馥芮DNA钠紧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31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富勒烯多肽导出清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32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美净冻龄润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38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菲丽奢华菁萃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6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5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5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5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1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sha黛曼莎晶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菲丽玻尿酸多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5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4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4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花隐星穹口红#XSW-04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1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颜悦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颜悦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颜悦色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2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色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3#卡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39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色自然造型双头眉笔01#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40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烟酰胺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49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秒颜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秒颜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秒颜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4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草图腾花语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花语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图腾花语舒缓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白桦汁补水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59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她百提拉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提拉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她百提拉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2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oxier提拉紧致额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00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ZHENAIER臻奈尔寡肽修护冻干粉+溶酶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21 广州谨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レ
ッド　Ｊ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2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萊芭秀烟酰胺莹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24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萊芭秀烟酰胺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25 广州芳蕾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LURE MICRO RADIANC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2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iAgi紫罗兰丝滑修护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4
广州嘉展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SWZLC凯乐荣耀高级粘合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7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True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8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concealer Soft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39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研漱保湿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48 广州奕铭商贸有限公司
eec 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63 广州海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琰堂  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琰堂  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琰堂  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39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所苹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苹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苹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 燕窝紧致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17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22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亲恩 燕窝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0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2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芮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芮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芮秀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Zico净透润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34
广州颜阳天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冰雪保湿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7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颜荟语精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73 广州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浩康芳香生姜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芳香生姜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芳香生姜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0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芳香茉莉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芳香茉莉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浩康芳香茉莉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4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亲恩 燕窝紧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5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囹点五氨基酸温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86 广州慧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伽美焕颜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伽美焕颜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伽美焕颜赋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49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yacki mendy火山泥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03 广州嘉恒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游园惊梦三色修容粉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05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蕲艾宝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蕲艾宝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蕲艾宝蕲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19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大家美经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imiss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6 广州蓝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玉研漱水嫩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29 广州奕铭商贸有限公司

婷色胡萝卜温变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30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焕颜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37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舒缓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舒缓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舒缓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胶原蛋白冻干粉+童颜胶
原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胶原蛋白冻干粉+童颜胶
原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胶原蛋白冻干粉+童颜胶
原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琪娜焕颜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1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公子凤凰魔法六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2 广州华公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松烟行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松烟行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松烟行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6禁忌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6禁忌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6禁忌
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塵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4红丝
绒）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塵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4红丝
绒）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塵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4红丝
绒）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59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2琥珀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0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2琥珀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0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2琥珀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0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1迷宫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1迷宫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1迷宫
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1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妮的小熊炫色魅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67 广州宝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FGV柔雾滋润哑光口红奶油杏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71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FGV柔雾滋润哑光口红牛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72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秀所白兰花凝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白兰花凝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白兰花凝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妍希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7 广州采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88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5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浅黛微妆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0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6#桔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1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兰熙蜂蜜肌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11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KOKOMI 润养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13 广州苛苛米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3#烂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23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4#吃土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2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兰熙海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28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月滋养润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34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螺黛生花眉笔（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偌凝脂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偌凝脂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偌凝脂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4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5荆棘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5荆棘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5荆棘
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7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3极光
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3极光
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生墨尘蝴蝶系列浓郁眼线笔（03极光
蓝）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LIANMEI富勒烯润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73
广州链美医疗产业投资有限
公司

斯琪娜焕颜精华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80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HAIR MASK  YG3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HAIR MASK  YG3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HAIR MASK  YG3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VERMAX LONGLASTING 
CUSHION FOUNDATION (FA-162) 02 
DU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VERMAX LONGLASTING 
CUSHION FOUNDATION (FA-162) 03 
WARM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VERMAX LONGLASTING 
CUSHION FOUNDATION (FA-162) 04 
BEIGE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VERMAX LONGLASTING 
CUSHION FOUNDATION (FA-162 ) 01 
HAZEL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69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0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诺蒙 香氛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4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诺蒙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5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诺蒙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6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LY婴儿水蜜桃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水蜜桃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水蜜桃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蜂蜜芒果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蜂蜜芒果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蜂蜜芒果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19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控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控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控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柔顺亮泽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柔顺亮泽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柔顺亮泽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72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山茶花油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13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PIAC游园惊梦三色修容粉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1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俪摩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22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iWESEE男士薄荷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27 广州市维嘉实业有限公司
莎嫚菲水光焕颜润肌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47 广州硕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LY香草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香草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香草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69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在華夏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在華夏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在華夏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7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E 黑茶净透洁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0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焕颜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5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娇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6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莎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莎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莎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8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茵甲油胶-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2
沧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苏高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5 广州叶素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SHAMPOO YG1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SHAMPOO YG1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SHAMPOO YG1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CONDITIONER  YG2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CONDITIONER  YG2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Yogiare CONDITIONER  YG2 粤G妆网备字202023699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缌蒂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朵芙洛玻尿酸净颜补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06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2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2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2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修堂 御龄黑兰焕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26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琪娜洋甘菊寡肽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40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西诗白金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西诗白金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西诗白金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4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49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2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苒后霍霍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苒后霍霍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苒后霍霍巴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6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极膏堂皮傲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7 广州妃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植物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58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60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匠美二裂酵母修护焕亮冻干粉+二裂
酵母修护焕亮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63
广州久匠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汐 玫瑰蜜透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76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简美雅姜汁强韧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79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芙洛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81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育兴堂循环养护尊贵套-养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87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育兴堂循环养护尊贵套-循环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88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育兴堂循环养护尊贵套-暖养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0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rlotus莎莲柚甙魅肤提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柒宫略艾草姜萃温润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4
广州颜柒宫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修护微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修护微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修护微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修护微晶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ZARYER巴莎丽尔米糠茶油柔顺修护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098 广州颜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T-Y-M鱼子酱多肽抚痕紧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Y-M鱼子酱多肽抚痕紧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Y-M鱼子酱多肽抚痕紧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雅邂逅香氛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08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AIVLINGN雪肌水润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26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比奥拉烟酰胺焕肤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36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施娜草本姜养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5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58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氨基酸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1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亮颜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4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柠檬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6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香膏【轻舟流霞】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7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霖润娇源萃光感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源萃光感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源萃光感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8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工坊胶原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199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简美雅邂逅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01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净颜 雪润玉容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02
广州市江杉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曲韵东方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1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氨基酸保湿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18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棠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蓝铜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2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柬秀时光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26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香膏【曲院风荷】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3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烟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34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牡丹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40 广州亿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4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4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42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雅诗驰鳄鱼油滋润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63
广州市匡博佳立科技有限公
司

雷昂达净肤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65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香膏【雨碎江南】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7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香膏【雷峰夕照】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82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迷楼情记西湖香膏【梦回断桥】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86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89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295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韵东方莹润滋养胸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0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奈雅 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 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 珍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含翠诗熙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77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世芭颜奢宠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78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黛琦江山美太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90
康美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森笛尊享小金勺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395 广州诺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驻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04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费尔菲斯舒缓修护冰晶膜（B套）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18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英娜姿 微肽幼肌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微肽幼肌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 微肽幼肌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2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2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2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萌禧日记姜黄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54
高萌禧严选贸易（广州）有
限公司

髮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髮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髮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5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爸爸草莓滋养倍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83 广州芮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8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8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85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掌柜玻色因琉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掌柜玻色因琉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掌柜玻色因琉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盛世芳华套组- 盛世芳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96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萱倾城之恋套组- 倾城之恋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499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世清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3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时光臻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6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赫暨美肌肽精华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7
广州艾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蒂芸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蒂芸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蒂芸雅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莹润懒人水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夫男士净爽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5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夫男士清肌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6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姿颜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2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3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3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 肌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3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轩堂植萃舒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43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世焕颜新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54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 净肤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60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爱莱烟酰胺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66 广州红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小熨斗玻色因提拉淡纹熬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7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小熨斗玻色因提拉淡纹熬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7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小熨斗玻色因提拉淡纹熬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71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蔻藏金奢妍藏红花凝萃黄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73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9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9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595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吾爱倍润深修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09 广州嘉莱药业有限公司
代妮曼黄花蒿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美肤莱欣胶原多肽赋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3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翠桂花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4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盛世芳华套组- 盛世芳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5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翠洋甘菊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6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萱倾城之恋套组- 倾城之恋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7
广州市鸿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翠茉莉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18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BONA莱铂娜富勒烯定格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25
广州正得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代妮曼黄花蒿光感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2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枫镁琳苦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29
广州白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PHA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ALPHA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ALPHA ARGANIA GOLD Deep hydra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3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孝心山羊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50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黑桃皇后黑钻洁净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51 广州佰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凡士林海洋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凡士林海洋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凡士林海洋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齐  橘子透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85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9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9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698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FA寡肽紧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00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23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oten HAIR MASK NA17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1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2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3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4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5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1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Davika  TRANSLUCENT SKIN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vika  TRANSLUCENT SKIN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avika  TRANSLUCENT SKIN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康林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2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与妃水润美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39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樱花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尊莹氨基酸海盐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畅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畅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畅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ansong香素妮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nsong香素妮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cansong香素妮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45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ARMAME CONDITIONER  M62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M62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M62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瓷肌焕彩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瓷肌焕彩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瓷肌焕彩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果备长炭净颜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59 广州跳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姬格润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64 广州李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世腹美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83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婷积雪草鎏金臻宠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9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霖兮王浆修护蜂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91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新烟酰胺二裂酵母双效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93 广州恋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KELIFE香氛香水套盒-香氛香水（松
木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94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COKELIFE香氛香水套盒-香氛香水（玫
瑰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7799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茶花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茶花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山茶花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龙胆安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10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AKEUP高光提亮粉（白盒）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22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NYCEMAKEUP鼻影修容粉（黑盒）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23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OKELIFE香氛香水套盒-香氛香水（蜜
桃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25 广州市好易迈贸易有限公司

思锜莉水动力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26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菲秀肌源赋颜修护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菲秀肌源赋颜修护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迪菲秀肌源赋颜修护面膜（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焕采精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焕采精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肌源玫瑰焕采精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宝莲深海红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70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茹姬植粹舒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71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标美喜康隔离控油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72
广东标美硅氟新材料有限公
司

标美喜康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73
广东标美硅氟新材料有限公
司

美丽魅影 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896
广州市美丽魅影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丝妃尔水动力双效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12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哎吖吖月光宝盒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15 广州卡啰伊商贸有限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赋颜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赋颜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赋颜娇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2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丝柔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丝柔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HUI以荟丝柔头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55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卡多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61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思锜莉奢宠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72 广州汀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娇美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89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季优妆品水润修护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优妆品水润修护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季优妆品水润修护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799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修护净颜冻干粉+纳美肤颜修
护净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03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水灵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05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圣娇美臻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06 广州美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馥芮水焕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13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人鱼姬7#)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1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10裸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27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翠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28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9桃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29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7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35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勿忘之吻灵眸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37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8脏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38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RIBB轻时光秀色提亮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1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透明8#)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润养娇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润养娇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羊胎素润养娇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6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6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5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63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4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64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3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65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2裸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67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敬修堂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73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修护焕颜冻干粉+纳美肤颜修
护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74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天下贵人玫瑰紧致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76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DKa.i丝绒柔感不粘杯唇釉a1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77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青春养护冻干粉+纳美肤颜青
春养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93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修护靓颜冻干粉+纳美肤颜修
护靓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96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纳美肤颜修护美颜冻干粉+纳美肤颜修
护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099 广州纤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绿云兰芷植物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11 广州清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怡道草本清润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26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玉堂清畅润养护组合  清畅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31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平衡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3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屁桃腮红04香芋奶酪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4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屁桃腮红03蜜杏奶酪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4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屁桃腮红02豆沙奶酪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4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5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5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5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保湿修护清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56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保湿修护清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56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枝焕原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62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84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UNLORYAN芳洛妍 寡肽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819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4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4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4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MAFFICK玛菲可屁桃腮红01蔓越奶酪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7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曼丽莎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小甘菊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6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藻甘氨酸钾温和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7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藻甘氨酸钾温和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87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宸品樱花植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395 广州从化联盛酒店用品厂
PB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寡肽祛痘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B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寡肽祛痘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B寡肽祛痘修护冻干粉+寡肽祛痘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芝兰牛油果温感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08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璀璨星河九色眼影盘 01枫叶橘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09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女王权杖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10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大猫千姿烈焰哑光口红 0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12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张大猫千姿烈焰亮光口红 88#橙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13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优卡姿玻尿酸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32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枫精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3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枫精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3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枫精纯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35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维E柔滑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59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香氛控油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69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烟酰胺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1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源多效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77 广州涵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燃美香氛沐浴露（幽莲魅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82 广州市多旺贸易有限公司
梦燃美香氛沐浴露（恒久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84 广州市多旺贸易有限公司
初恋水动力粉嫩润泽精纯液+粉嫩润泽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8495 广州盛璟科技有限公司

LUCKYFINE氨基酸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氨基酸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KYFINE氨基酸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璀璨星河九色眼影盘 02蜜桃冰沙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3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兰熙蛇毒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5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璀璨星河九色眼影盘 03微醺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1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美净冻龄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20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卡姿纯牛奶胶原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2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丽星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35 广州涵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然之诺姜艾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41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ing Mystery时光之谜焕肤养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51 广州英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美然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5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笄芙烟酰胺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63
广州晶芊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家德诗牛油果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59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智美久多熊果苷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02 广州久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签缘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签缘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签缘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24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乳木果油护手霜
（甜草莓与鼠尾草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26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蚕丝蛋白焕颜莹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2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34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蒂兰奥优肽沁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44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奈皙源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49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妧斐 WINFACE青花素复颜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56
广州莉姿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 乳木果油护手霜
（玫瑰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61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乳木果油护手霜
（柑橘与海洋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65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洁悠美浪漫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78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智美久多多分子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81 广州久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贝露 角鲨烷美容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85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笄芙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90
广州晶芊健康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Dilina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纤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69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WG 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1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百香身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际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7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迪轻透无暇水粉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09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轻透无暇水粉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4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欧缇水杨酸痘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17 广州欧瑞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溪辰清香绿茶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5 广州陌香商贸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净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净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净透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2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美净亮泽紧致凝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5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蜜皙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6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草堂精舍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8 广州颜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8 广州颜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堂精舍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38 广州颜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河万岁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41 广州汶西贸易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烟酰胺滋养保湿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6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全息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全息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全息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5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蜜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蜜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蜜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梦燃美香氛沐浴露（姿情晚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89 广州市多旺贸易有限公司
YingQuan映泉肌肽水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790 广州市曈泽贸易有限公司
圆蔻薰衣草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0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安婕多效巨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2 广州和爱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玫瑰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ilina璀璨极光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璀璨极光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璀璨极光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6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自然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自然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自然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0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6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7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巨颜堂腹部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1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茜子焕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43
恒丰（广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伊丽琪多效嫩肤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46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元春 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动力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动力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动力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ＺＥＥＳＥＡ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
ドウ（９シェード）Ｊ11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9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
ドウ（９シェード）Ｊ1２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9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光岛屿蓝铜胜肽沁润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897
时光岛屿（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诺颜美玫瑰出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14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艾莳莉天然植物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1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艾莳莉天然植物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1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艾莳莉天然植物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1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珀雅明眸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3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颜美蜗牛黄金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46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蜂源精华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48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忆生源燕窝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燕窝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燕窝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6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洋甘菊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6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耀男士水性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73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比奥拉爽肤精华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77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OFS亮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86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旬嫩肤补水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87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鱼子活
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8996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比奥拉爽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01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保湿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16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海洋保湿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16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肌语氨基酸烟酰胺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18 广州市矩阵数据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密集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27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天下贵人青春驻颜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31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下贵人致臻能量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33
广州天下贵人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肤印象保湿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48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OFS清透丝柔蜜粉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57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OFS清透丝柔蜜粉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67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婷积雪草鎏金臻宠极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7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高倍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紧致焕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1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善眉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5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韵东方新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8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彩封面虾青素安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6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蛇毒肽蕴能弹力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蛇毒肽蕴能弹力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蛇毒肽蕴能弹力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妈雅三宝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雅三宝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09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茜子焕颜活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20
恒丰（广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雪肌莱活力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22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诗比基础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47 广州雅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比奥拉爽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50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Meihuang媚皇 女王魅惑唇膏 （纯情豆
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51
广州洛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比奥拉爽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54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可后玉颜充盈冻干粉+玉颜充盈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155
广州美德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茜子焕颜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243
恒丰（广州）国际控股有限
公司

VENUS BELL盈润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25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林之美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3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早羽青歌毓秀水润持久BB粉底液03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34
广州姿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早羽青歌毓秀水润持久BB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36
广州姿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早羽青歌毓秀水润持久BB粉底液02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40
广州姿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IFULAI水芙莱富勒烯幻颜CC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45 广州莜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僮颜慧伈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僮颜慧伈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僮颜慧伈至臻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芝兰天使之恋六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57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花瓣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花瓣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花瓣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IFULAI水芙莱富勒烯幻颜CC霜02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7 广州莜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g‘N’Beauty舒缓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388 广州凡奇贸易有限公司

维尔娜生姜滋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09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蜜皙奢颜花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34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Dilina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lina持久魅影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克拉青春童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44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西诗光感透亮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西诗光感透亮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西诗光感透亮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透明质酸安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修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修复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5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沐青丝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60
广州梵沐青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梵蜜皙奢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63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clemace柯魅思水漾清爽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46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芭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芭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芭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白桦汁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1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uSe樱桃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3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俏女人滚珠按摩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滚珠按摩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滚珠按摩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香橙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19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俏女人婷俏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婷俏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婷俏草本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葡萄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1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娞婷净透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4 广州琉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源蜜桃滋润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27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灡青春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2 广州昕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姿缘美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4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5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瑞优品玫瑰紧致微晶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39 广州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一沙棘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1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5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白桦汁补水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6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凯希AOC∧SEY苹果多肽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48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扬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8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5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fa澳发橄榄油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02
广州市澳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ower vultus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06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维尔娜生姜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15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lΛsey歌钠絲野生姜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28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众享美金箔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金箔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金箔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IBB焕颜修护祛痘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38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uSe柠檬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0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清肌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4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光轻透定妆蜜粉 02柔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5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油果温和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油果温和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油果温和洗发沐浴露（二合
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美尔清肌净颜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69
广州梦美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迪YUDI丝光轻透定妆蜜粉 03柔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70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河边草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73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7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7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7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奥纤美草本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87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兰奥优肽沁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69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后美拉提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23
广州美德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 Riaz德瑞姿凝时紧致修护眼部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27 广州翰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光轻透定妆蜜粉 01莹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28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浮生若梦 空气亲肤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37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6甜
系嫩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3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御圣秘籍顺滑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4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莉众享美金箔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金箔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金箔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研漱赋活焕颜美肌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58 广州奕铭商贸有限公司
TECSS fans腿部水漾舒润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60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EAR BEAUTY阐幽酵母平衡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63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6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迷情花语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7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迷情花语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7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迷情花语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74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GlΛsey歌钠絲野生姜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82
广州歌纳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WG 牛奶蜂蜜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84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GIE雅姬琉光凝时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90 广州雅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叙人锁水润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797 广州彼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0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比奥拉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09
广州市法比奥拉化妆品有限
公司

可后玉颜美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34
广州美德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谷里乳木果焕亮修护香氛身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35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iGi菲即乳木果无硅油蕴养润发乳（柔
顺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37 聚优品(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颜肌草 水润美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40
娇颜本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GUICAMI鸢尾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鸢尾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鸢尾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坪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坪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元春 元坪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eila富勒烯透润水光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62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颜多蛋白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多蛋白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多蛋白肽乳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2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姿娇雅背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6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瑞加娜赋妍紧致蛋白溶媒液+瑞加娜赋
妍紧致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瑞加娜赋妍紧致蛋白溶媒液+瑞加娜赋
妍紧致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瑞加娜赋妍紧致蛋白溶媒液+瑞加娜赋
妍紧致蛋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77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芊姿娇雅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0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１
１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１
２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１
３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１
４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SUAL SOURCE GINGER+MINT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6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Si Doux Skin Uplifting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Uplifting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Uplifting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Skin Uplifting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LLAMILUXX BUTT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LLAMILUXX BUTT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LLAMILUXX BUTT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BELLAMILUXX BUTT ACNE Treatmen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8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旧叙人青春水嫩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90 广州彼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衎泥花多肽平衡修护冻干粉+蓝铜肽平
衡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892 广州衎悦贸易有限公司

馨喜月舒源滋润套舒源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00
广州唯雅康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PODINIER沁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02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NRKS PEROXIDE CREAM 6%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1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RKS PEROXIDE CREAM 9%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16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NRKS PEROXIDE CREAM 12%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17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5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5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M5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leebe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WHITEN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菜菜美食日記茉莉凝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35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水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水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水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4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1夏
日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1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小花茶多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2 广州小花日化科技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美韵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植研春姜汁养护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7
广州植研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2半
熟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58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3正
燃热血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61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梦克拉青春紧致凝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66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5元
气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68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鹊柔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69 广州溪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雨佳颜水润丝滑出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84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雨佳颜玫瑰靓颜补水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39986
广州云裳之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平衡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1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平衡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1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滋养美韵套盒-滋养平衡调理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1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OBYFAIR卡碧菲多肽胶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21 广州霏格尔商贸有限公司
奥纤美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24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参林烟酰胺香氛身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37 广州千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山茶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48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青春果透明质酸钠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49 广州跳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beila氨基酸水润清新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0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诺蒙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4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清凉舒缓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清凉舒缓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清凉舒缓冰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旧叙人青春水润定格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7 广州彼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佧丽丝山羊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山羊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山羊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牛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牛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牛奶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5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儿童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6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菲诺蒙 无硅油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76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牛奶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牛奶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牛奶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BYFAIR卡碧菲多肽沁润矿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81 广州霏格尔商贸有限公司

含翠诗熙美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8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婴美肤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85
广州市昊博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思畔熙美锁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8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UTKERN芯肤芯润透焕采熬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098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石墨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石墨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石墨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0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柔顺祛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0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田溢梦四重水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11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Dongdai東黛姜盐清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29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轩堂金缕梅舒缓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金缕梅舒缓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金缕梅舒缓活力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舒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舒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舒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奢宠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奢宠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奢宠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标美喜康艳慕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67
广东标美硅氟新材料有限公
司

闺蜜焕颜花献光彩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70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蜜焕颜花献光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7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蜜焕颜花献光彩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7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多肽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7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植物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7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8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花季颜多维修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81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宝莲深海红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196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束水集水漾复合多肽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01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烟酰胺冻干粉+净透抗
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烟酰胺冻干粉+净透抗
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烟酰胺冻干粉+净透抗
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18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妍荟YUYANHUI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1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御妍荟YUYANHUI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2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ECSS fans腿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2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荟YUYANHUI莹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2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TECSS fans腿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27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颜荟语精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28 广州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后玉颜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89
广州美德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CSS fans背部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9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背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298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ECSS fans背部水漾舒润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1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臀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1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臀部呵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26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腹部水漾舒润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27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腹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329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臀部水漾舒润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5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涵龙胆安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58 广州娅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斐儿鲜肌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59
广州茗斐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6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俪摩卡胶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6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生姜去屑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6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TECSS fans腹部润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75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姿缘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1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贵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贵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贵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NSEXINYU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兰朵臻肤焕亮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臻肤焕亮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臻肤焕亮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88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植柏丽 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4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斐儿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57
广州茗斐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柏丽 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甜酷风空气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61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柏丽 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肌底面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肌底面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肌底面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悠美生姜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2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植柏丽 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丽 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FENG WULI丝缎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6 广州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毛孔清洁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7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维尔娜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89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紫苏酵母熬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598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决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06 广州莲爱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pafanni生姜控油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0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芯诗妍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16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养护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ushi twips海蓝植物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25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奈尔玫瑰娇颜皙润靓采调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34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斯奵男士去屑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35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纹）L01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3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光弹）C07 粤G妆网备字2020240639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贝母）D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48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贝母）D01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纹）L03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金币眼影（流纹）L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YONGU源顾复活草八味植萃润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7 广州源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蒙芭拉 小磨菇Q弹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小磨菇Q弹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小磨菇Q弹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5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克拉青春焕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75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妍烟酰胺焕颜喷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85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盈润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8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盈润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8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盈润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86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婷俏女人婷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9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婷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9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俏女人婷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9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典富勒烯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796
广州市肤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奈尔玫瑰娇颜晳润靓采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00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芸初水光透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01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斐儿皙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09
广州茗斐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格燕窝精华深层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10 广州万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裸妆无暇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春归育养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春归育养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春归育养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2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林之美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2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Katiman卡缇漫轻奢优肌精粹套-轻奢优
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27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然杜松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45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姿缘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46 广州华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54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斐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5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梵纳毛喉鞘蕊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雅梵纳毛喉鞘蕊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雅梵纳毛喉鞘蕊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妮轩堂焕颜润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焕颜润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妮轩堂焕颜润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TS LIN石斛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TS LIN石斛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TS LIN石斛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元康香附子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70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净元康甜橙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72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净元康羌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74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乺suo牛油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75 广州慕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斐儿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0
广州茗斐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闺蜜焕颜花献光彩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花献光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花献光彩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贵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贵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贵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beila玻尿酸滋养亮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890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奈尔玫瑰娇颜皙润靓采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02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奈尔玫瑰娇颜皙润靓采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07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欧奈尔玫瑰娇颜皙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09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兔白铺子DNA钠胎盘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DNA钠胎盘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DNA钠胎盘渗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11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植萃水润美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1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斐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2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净元康当归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38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梦克拉青春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47 广州东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初炫亮光感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56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5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5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童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5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ORA LAB丝绒哑光唇膏 魅力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3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丝绒哑光唇膏 经典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4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5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植物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6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舒缓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7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安心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8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蜜格丝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69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瓷青春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80 广州东森科技有限公司
简美雅邂逅香氛修护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82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X 立体光影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40991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追仕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1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仕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1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仕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1 广州凌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沁美黑钥匙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黑钥匙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沁美黑钥匙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三木零道玻尿酸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37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润滋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润滋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润滋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43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美雅牛奶精华柔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44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时光回溯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50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54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aPPEAR BEAUTY阐幽酵母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67
阐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素妍悦容素颜柔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75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素颜柔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81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素颜靓肤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82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素颜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93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素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94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蓝铜肽细润唇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095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满颖蚕丝蛋白丝滑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蚕丝蛋白丝滑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蚕丝蛋白丝滑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多肽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10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姬兰熙松露鱼子滋润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32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嫩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4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嫩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4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菲诗依克多因奢宠嫩肤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44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知言酵母补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47 广州开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旧叙人温柔净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52 广州彼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祚液态靓肤基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62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兰娜寡肽小分子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72
美姿兰娜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凯芙媞芦荟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76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8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所蛇毒肽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蛇毒肽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蛇毒肽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194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玉堂疏畅舒缓组合  疏畅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05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调理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06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蓓美净紧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07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津浦甘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0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木零道烟酰胺柔顺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50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MH六胜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84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世璀璨新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86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晟芙透肌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29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路力提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1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栗蔻护色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栗蔻护色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栗蔻护色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栗蔻护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栗蔻护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栗蔻护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法缇丽红酒补水养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29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家德诗护手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33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flower vultus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41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Miss soso遮瑕粉底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48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肤堂珍珠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77
广州御肤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然杜松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399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诗缇悦颜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1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逆龄态修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3 广州万古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玻尿酸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桦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folia姜汁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58 广州天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际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63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ING至荣姜盐清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ING至荣姜盐清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ING至荣姜盐清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70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咪拉苗族印象高定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74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88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牛油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牛油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夫牛油果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 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6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 Beatskin二裂酵母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二裂酵母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二裂酵母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498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奶茶色7#)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0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牛油果树4#)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0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雾霾蓝2#)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1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奥纤美草本紧致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23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瑶芳草容颜时光立体修护冻干粉+容
颜时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瑶芳草容颜时光立体修护冻干粉+容
颜时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瑶芳草容颜时光立体修护冻干粉+容
颜时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茉轻奢柔光雾感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55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谷里五号之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68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阳光琥珀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69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之莉芙调理霜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574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蓓美净毛孔细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1685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奥优肽沁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69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源草植物多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698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靓之印紫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699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倍丝特香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0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倍丝特青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0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亦植物养护轻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05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卡达紫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13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郴美果萃精华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20 广州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咪优花漾修护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咪优花漾修护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咪优花漾修护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FEI·NIYA富勒烯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3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若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4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若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4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若泉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42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肤肌妮 清颜调肤微晶粉+清颜调肤微
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47 广州志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64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琪娜焕肤祛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768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妮奥水光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868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龄博士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889 广州盛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定格青春亮眸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899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妆萃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07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DIFEI·NIYA富勒烯固肌水感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12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百草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16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史婆婆积雪草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18 广州喵星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2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2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2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南极人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36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沐青丝头皮洁净熬制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38
广州梵沐青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无人区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42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谷里八月夜桂花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43
广州为天下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云花紧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紧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紧致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调理霜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7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水云花丝素蛋白线+丝素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丝素蛋白线+丝素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丝素蛋白线+丝素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6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阅香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71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姬兰熙甘草舒缓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79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蓝铜肽唇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87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佰妆萃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93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蓝缌蒂 活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活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蓝缌蒂 活丽康元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9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yuanjing 爱源净滋润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199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VISI玫瑰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00
美合（广州）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元和香铺艾草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艾草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和香铺艾草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0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yuanjing 爱源净美肤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11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华清草本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13 广州御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AKEUP高光提亮粉（粉盒）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14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拾颜本草清爽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32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TECSS fans腿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39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臀部呵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40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背部舒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41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TECSS fans腹部润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43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奇异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L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2
广州市鼎微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尚莱盈臻萃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莱盈臻萃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莱盈臻萃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3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维E修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维E修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维E修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67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隔离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92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0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0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rystal SHAMPOO CR10 粤G妆网备字202024209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美净青春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04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婕露絲矿物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28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桂花保湿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桂花保湿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桂花保湿莹透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2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3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3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氨基酸柔顺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3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ELK Golden shower BODY WASH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RAZILIAN GOLD HYDRATING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RAZILIAN GOLD Rep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4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RAZILIAN GOLD HYDRAT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5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BRAZILIAN GOLD Clarifying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6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SILKIVE Daily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7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SILKIVE Daily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49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IVE BASE ARGAN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0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NZURI MoroccanArganOil ELIXIR OIL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1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lling clay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2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Definition Paste with medium hold 
and cow shin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3 广州博楚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FLASH INCREDIBLE WATERPROOF 
EYEBROW PENCIL-LATTE BROWN 01 
PFE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INCREDIBLE WATERPROOF 
EYEBROW PENCIL-NATURAL BROWN 02 
PFE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INCREDIBLE WATERPROOF 
EYEBROW PENCIL-CHOCOLATE BROWN 03 
PFE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INCREDIBLE WATERPROOF 
EYEBROW PENCIL-DARK GRAY BROWN 04 
PFE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VIYONSA ANTI SENSITIVITY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EY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5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HYDRATION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6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REPAI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6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ACN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6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WRINKLE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6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6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芸姿美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7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含翠诗熙美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7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活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75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丝慕丝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84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美净冻龄润养精华粉+蓓美净冻龄润
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91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颜多肽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93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美净冻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95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丝妍星空流沙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197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最红顔清颜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03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韵春归粉红关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春归粉红关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春归粉红关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14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17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艾璞堂童渭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37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丽丝米雪美满净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5 广州联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金盏花舒缓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4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4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4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璞堂童力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61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clemace柯魅思盈润皙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66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植肤蜜莹润嫩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7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UTEA幽缇胶原蛋白奢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76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胶原蛋白奢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76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胶原蛋白奢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76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瑶尚宫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尚宫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尚宫瑶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寇氨基酸臻润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6 广州合众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养肤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9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养肤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9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养肤水光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89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富勒烯修护套组-富
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富勒烯修护套组-富
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富勒烯修护套组-富
勒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29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TEA幽缇提拉紧致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1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提拉紧致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1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提拉紧致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15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花容仙侣美肌焕颜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19
广州上清长生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蔓茜秀儿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20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22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姬时光琉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26 广州减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活颜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活颜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活颜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活颜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4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6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6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6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米酵水漾弹润顺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0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花萃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花萃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花萃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4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5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美希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79
广州蒂美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君范男士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380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慕尚玉媛臻肽修护冻干粉+慕尚玉媛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12
晨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草坊依克多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14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CHGEMIUE香之密语凡士林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49 广州香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JDJX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50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53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塑龄组合-类蛇
毒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55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力摇摇沐浴泡泡（芝士橙橙）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57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专家鳄油冻裂王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61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暨新颜 多肽活性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6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shop 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shop 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shop 蛇毒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6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抗皱组合-六胜
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73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焕颜靓肤组合-
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77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补水嫩肤组合-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94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LY酸性蛋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酸性蛋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酸性蛋白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49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风细雨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风细雨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荷风细雨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58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STER丽丝缇逆时空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589 广州市金姿顺贸易有限公司
芊豪美臂腿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臂腿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臂腿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背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背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背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草坊复活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26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芊豪美腹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腹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豪美腹部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工坊白银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65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尚莱盈臻萃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莱盈臻萃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莱盈臻萃柔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佰草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闺蜜焕颜花献光彩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92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众肤一品益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696
广东惠宝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璞堂御解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00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艾璞堂御渭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04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艾璞堂御元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10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红胶囊逆龄时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29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诗羽清透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34 广州翎瑞贸易有限公司

可初之谜草本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54
广州市瑞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旎koouniee 功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64 广州桐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木素妍清木修护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7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旎koouniee 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80 广州桐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烟酰胺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烟酰胺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烟酰胺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8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童颜修护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793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ushi twips海蓝植物修护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08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斑堂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斑堂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海藻糖八胜肽抗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海藻糖八胜肽抗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海藻糖八胜肽抗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兰朵胶原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0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玉堂净畅润通养护组合  净畅润通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25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28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艾多姿艾叶亮肤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29
广州柏莉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棠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35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花良妆玫瑰花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3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玫瑰花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3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玫瑰花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3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迪YUDI奢魅绚彩丝绒尤物唇膏 04霸
气红枫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38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0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洋甘菊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洋甘菊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洋甘菊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芦荟和仙人掌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芦荟和仙人掌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花良妆芦荟和仙人掌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添枝焕发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47 广州添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造极脐带肌因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76 广州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造极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77 广州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效康养刺五加腹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79 广州煌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德华美韵多肽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多肽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多肽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华美韵多肽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流牧者强塑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2988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黄金胶原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0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QS烈焰蓝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15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海娜护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18 广州巨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易美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易美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易美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植物精研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2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然之诺姜艾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2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阡色凝美葡萄柚美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33 广州阡宇药业有限公司



molaka莫拉卡维生素E润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34
广州蝶自来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XIUSE羞瑟米兔之心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38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锁水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47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 野性玫瑰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 野性玫瑰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 野性玫瑰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1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巴苗坊山茶籽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3 广州巴苗坊科技有限公司
奥纤美草本腹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8 广州市韩月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山羊奶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山羊奶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壳山羊奶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08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水感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水感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水感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1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KATELYN 卡特莲 雾感玉肌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3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ZEXI鱼子酱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OFS水感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07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兰熙玻尿酸保湿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1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海洋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海洋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海洋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5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骨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骨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骨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深海净透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深海净透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深海净透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2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亮肤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亮肤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亮肤珍珠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丁扬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美然草本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35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白桦汁补水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4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润颜美肌套盒润颜美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46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植萃透
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滢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滢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滢去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匠心保湿修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保湿修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保湿修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仁和匠心保湿修护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5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名汐 菁纯复颜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73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海蓝植物修护紧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83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润颜美肌套盒润颜美肌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8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靓之印摩洛哥阿甘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190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曲小黑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雪颜臣甜扁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甜扁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甜扁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赛娅滋润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滋润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滋润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小麦原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小麦原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小麦原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漾美清爽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79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尚旬柔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87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保湿嫩肤养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288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mfsfeis润泽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01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荟YUYANHUI老姜御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0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LANYUAN兰缘丝蛋白生物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05
广州市兰缘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妍荟YUYANHUI艾草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07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dmfsfeis澈润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08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dmfsfeis密集修护浓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12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妍荟YUYANHUI舒润保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1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LINZEXI焕颜清肤套盒焕颜清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4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INZEXI焕颜清肤套盒焕颜清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45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48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火星之谜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57 金晨（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6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6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壹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66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素優莎整理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67
广州晟源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秘龄伊人秘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秘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龄伊人秘龄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7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睛龄眼部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73
广州嘻哈小鹿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魅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8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8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88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3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收缩毛孔三件套-美技植萃透
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0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慕爱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慕爱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慕爱浪漫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2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妩媚怡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妩媚怡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妩媚怡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柔润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柔润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柔润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滋养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3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槿玻色因紧致亮肤修护冻干粉+赋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47 广州玖紫品牌策划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嫩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50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嫩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50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嫩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50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水润保湿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452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元康牛膝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07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梵贞 轻薄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轻薄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 轻薄遮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帛美莱密集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34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gbesk幼美肌精粹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62 广州逐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吉米娃娃儿寡肽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67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Yogbesk幼美肌精粹亮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3 广州逐鹿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Jolie laide葡萄籽初颜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葡萄籽初颜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葡萄籽初颜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酝丝美皙肤亮颜组合多肽皙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7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皙依兰酵母温和祛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兰酵母温和祛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依兰酵母温和祛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维雅B5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维雅B5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维雅B5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8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瑟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水解珍珠蛋白柔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69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玉堂舒韵草本组合  舒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05 广州卓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奶蜂蜜倍润洗发沐浴露（二
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奶蜂蜜倍润洗发沐浴露（二
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LY婴儿牛奶蜂蜜倍润洗发沐浴露（二
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1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菲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瑞思菲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瑞思菲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倚后滋养修复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4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滋养修复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4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滋养修复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4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缘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62
暨创科美（广州）健康管理
有限公司

曲之恋玉带草本精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63 广州和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huaxiu瓷花秀茶树单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782 广州金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肽修护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肽修护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肽修护冻干粉+肌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4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2颜如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2颜如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2颜如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0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1肤若雪）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1肤若雪）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O云纱丝滑无暇蜜粉（01肤若雪）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resan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1 广州碧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瑜宫肌底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18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姿娇雅腿部-手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2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兔白铺子贻贝袋鼠修护透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4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贻贝袋鼠修护透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4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贻贝袋鼠修护透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4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狄兰 多肽塑颜臻致黄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55
狄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ifudeli 封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封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封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5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以赛娅去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去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去屑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后盈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2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盈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2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盈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2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牡丹蔻颜坊红牡丹润颜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76
广州市智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卡丝祛痘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0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以赛娅水漾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水漾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水漾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3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后沙棘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沙棘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沙棘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Y·BEAUTY FACE 绿茶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茶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茶温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NZEXI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92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皇妃御圣汤姜汁酵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897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凯丽阁祛痘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0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HAUTKERN芯肤芯润透焕采卸洗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08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丸卡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1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丸卡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1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丸卡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1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奈尔蜂蜜芦荟清洁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21
知美世家（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以赛娅蓬松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蓬松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以赛娅蓬松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奇迹头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3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卡姿洋甘菊精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3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4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茶树精油+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65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薰衣草精油+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67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花洋甘菊精油+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69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馨爱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71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溪玲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76 广州骏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鸿善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92 广州骏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肤堂调颜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93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蕊滋养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9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滋养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9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滋养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3998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云花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0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0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水云花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0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 焕肤润养幸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20
漫寻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萃季石榴滋润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5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汝形莹亮修护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莹亮修护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莹亮修护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68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FS雪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73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石墨烯冻龄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7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色丽人焕采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7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抚颜宁 多重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抚颜宁 多重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抚颜宁 多重玻尿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8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UMEL臻奢烟酰胺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193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蔓卡丝舒润清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16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雪阁凡士林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凡士林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凡士林烟酰胺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3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美肤莱欣胶原多肽赋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31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卡丝平衡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34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暨新颜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 蓝铜胜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4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洋主义凡士林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主义凡士林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洋主义凡士林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5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鱼子蛋白肽紧致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51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眼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眼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嫔婷类蛇毒肽精华套装 类蛇毒肽眼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7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Y＇LΛN＇Z津兰熙鎏光焕变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87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芙洛伞花烃净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88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EˊU纯沅生物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29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阁百合高保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百合高保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阁百合高保湿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0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来姿雪肤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1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ACCOR美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17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纬生堂馨爱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1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莲凯焕能活肤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焕能活肤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莲凯焕能活肤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飘旋男士活炭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5
广州市善雨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妆萃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7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萃季西柚滋润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38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美妈咪草本盈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4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醉梦颜 富勒烯舒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43
广州滢钰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恰好诚品芳沁靓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49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若龄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57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卡丝赋活修护安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58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CX-F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83 广州臻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84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纬生堂馨爱洗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88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肤盾雪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盾雪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盾雪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萃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396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pafanni生姜滋润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03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清萃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06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范特西山茶籽滋养水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13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兔白铺子浓缩珍萃眼部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3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浓缩珍萃眼部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3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浓缩珍萃眼部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3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来姿玻尿酸多重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4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妃御圣汤生物酶焕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58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修亿肤冻干粉+修亿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62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匠大马士革玫瑰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78
广州医美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X-F焕颜霜B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84 广州臻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鸿善霖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490 广州骏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隆邦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00
广州市美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蘭粹集积雪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粹集积雪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蘭粹集积雪草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0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靓颜冻干粉+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0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PL 轻柔无暇三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轻柔无暇三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轻柔无暇三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5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炫彩玩色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御迪YUDI丝滑定妆控油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39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YUDI御迪丝柔滤镜遮瑕气垫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45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欣然瑞美逆龄紧致抗衰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48
广州优丽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5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来姿雪晶玲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5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晗素颜贵妇三部曲-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61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玫瑰植物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玫瑰植物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香名珈玫瑰植物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 草本修护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4587
漫寻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法姿玛舒缓水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30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Aifudeli 富勒烯焕颜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富勒烯焕颜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富勒烯焕颜明肌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OWEN猫吻 美润保湿酒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6 广州尚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绿色肌源隐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齐  橘子滢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2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姬兰熙烟酰胺紧致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3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Aifudeli 山不枯细颜净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山不枯细颜净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山不枯细颜净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DI御迪丝柔滤镜遮瑕气垫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7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纯水2号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华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纯水2号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华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纯水2号
+MY·BEAUTY FACE 水氧焕肤精华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晗素颜贵妇三部曲-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90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晗素颜贵妇三部曲-素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693 广州兴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妆雅玥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0
广州市雅诗玥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小黑臻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0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肌肤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1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臻萃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岡丝蜜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7
瑞华氏（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米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米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米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易堂养元能量套-鼎易堂养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31 广州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木零道氨基酸舒缓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40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elfly 玻尿酸七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44 广州哆啦梦商贸有限公司

三木零道小麦蛋白滋养补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50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力摇摇沐浴泡泡（芝士蓝莓）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53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瑪尼男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艾瑪尼男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艾瑪尼男士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植美样积雪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66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清澈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70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妆精灵玻尿酸亮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77 广州市妍美贸易有限公司

艾来姿水光盈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8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yuanjing 爱源净柔肤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91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ErNi牛油果养肤细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4794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ErNi燕麦锁水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04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ErNi复活草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08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天鹅绒雾感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0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天鹅绒雾感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0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天鹅绒雾感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09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LaErNi积雪草雪肌美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13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JU氨基酸洁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20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Quan映泉肌肽嫩肤还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827 广州市曈泽贸易有限公司
伊丽琪清透多效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42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水漾活氧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43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琪多效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53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婷海水仙氨基酸净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海水仙氨基酸净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婷海水仙氨基酸净透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59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肌活蕴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60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齐  橘子沁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64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史先生山茶花保湿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79
广州液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本泉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本泉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丽本泉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百二家滋润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4999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碧晨臻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22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ErNi二裂酵母臻润养肤套-二裂酵母
臻润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23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史先生洋甘菊舒缓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25
广州液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ErNi二裂酵母臻润养肤套-二裂酵母
臻润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34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ErNi二裂酵母臻润养肤套-二裂酵母
臻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38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薇娜奢养级香氛洗发水（滋养去屑
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63 广州九越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咖美柔润多效冻干粉组合-柔润多效
冻干粉+柔润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64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萌禧日记姜黄盈活菁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81
高萌禧严选贸易（广州）有
限公司

aiyuanjing 爱源净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091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然瑞美胶原蛋白紧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16
广州优丽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1冰镇奶
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35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艾来姿极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3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2爆浆莓
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48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3奶油南
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0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4辣嘴橘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1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5高甜焦
糖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5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御迪YUDI丝雾持色慕斯唇釉 06微醺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6 广州晓如贸易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谷胱甘肽凝颜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57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米酵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66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样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90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92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倾慕丝绒九色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95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Feelfly 烟酰胺七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96 广州哆啦梦商贸有限公司

DIFEI·NIYA富勒烯固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19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苏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00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涯爱靓绿茶精萃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RGAN STEM CELL DERMAL 
ANTI-AGE TREATMENT—ARGAN STEM 
CEL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RGAN STEM CELL DERMAL 
ANTI-AGE TREATMENT—ARGAN STEM 
CEL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RGAN STEM CELL DERMAL 
ANTI-AGE TREATMENT—ARGAN STEM 
CEL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RGAN STEM CELL DERMAL 
ANTI-AGE TREATMENT—ARGAN STEM 
CEL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11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顿芝密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18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3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3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36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2亚麻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2亚麻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2亚麻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uos女神鎏金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4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植润睫毛定型滋养液-滋养液+定
型打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多肽靓肤修护冻干套多
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4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73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 茶树寡肽清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74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76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控油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8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88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88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优蔻酵母幼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88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臻颜蜜语调理液+蜜语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8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焕颜清肤套盒焕颜清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2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多肽鱼子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焕颜幸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5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史先生积雪草水润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297
广州液态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轩堂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14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CATS LIN美颜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TS LIN美颜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TS LIN美颜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羟基多肽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3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METGIRLS AROMA蜜格丝身体管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ERS ERANSU修护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RS ERANSU修护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RS ERANSU修护焕颜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 神经酰胺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60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 玻尿酸多肽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62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涯爱靓玫瑰清爽舒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6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NADUO 羊胎素紧致弹嫩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67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施铂Rwishbo苹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0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NZEXI焕颜清肤套盒焕颜清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1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丝艿儿酵母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5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綵薇堂兰花雪肌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7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綵薇堂三重滋养哑光凝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8 广州沐芝鑫贸易有限公司

丝艿儿虾青素驻龄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79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艿儿玻尿酸滋养修颜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81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艿儿精纯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84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蛋白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86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小黑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曲小黑蓝铜
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9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曲小黑蓝铜
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9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蓝铜肽修护冻干粉+曲小黑蓝铜
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39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肌之美新颜肌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04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润颜美肌套盒润颜维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13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丹碧晨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19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具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具多肽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2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丹碧晨奢宠补水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27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丹碧晨净颜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64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琪靓颜护肤套装/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琪靓颜护肤套装/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琪靓颜护肤套装/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72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帛美莱氨基酸清洁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88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娇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49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NADUO 胎盘素血清蛋白舒缓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0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muLoveliest箐纯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箐纯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箐纯甄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美肤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美肤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美肤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水漾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水漾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水漾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0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活力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活力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活力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亮颜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亮颜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亮颜肌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盈润水漾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盈润水漾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盈润水漾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1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深层修护冻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42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daggoln玻色因冻干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43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棠生物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51
广州洋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ggoln夜间修护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54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ggoln紧致安瓶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70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2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7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1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7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INZEXI润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8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璞堂御翘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85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小林清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89 广州亮晶晶化妆品有限公司
烨恒赋活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1 广州富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霖兮金盏花控油舒缓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daggoln二裂酵母修护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3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桦蕊焕靓蜜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焕靓蜜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桦蕊焕靓蜜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59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08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4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1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3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1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aggoln燕窝弹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21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婗坊寡肽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23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魅后丽质芳华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27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27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27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30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30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30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无界生姜润泽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31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植萃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54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莹亮修护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57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仙杜仲百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63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丹碧晨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64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ggoln男士劲能焕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72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瑶KEYAO 靓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瑶KEYAO 靓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瑶KEYAO 靓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80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仙杜仲菊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85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苗络堂肩部养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86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碧晨燕麦葡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91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女神鎏金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69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OF香氛蚕丝蛋白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06
广州新圣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仙杜仲杜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08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含翠诗熙美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1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碧晨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14
广州丹碧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ZEXI植萃净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20 广州外医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苗络堂元养能量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2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络堂舒安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如雪光感隐瑕靓肤隔离霜（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络堂舒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3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嫦蔻美肌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美肌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美肌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瞬亮颜彩高光修容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瞬亮颜彩高光修容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 MELA百变卡梅拉瞬亮颜彩高光修容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4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苗络堂臻养调理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4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梅兰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梅兰水光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59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轩堂茶树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61
广州市丁老头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美技祛痘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祛痘细致毛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代美斯莱雅氨基酸绵密卸妆洁颜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45782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灵芝赋活弹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36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日记美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37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畔熙美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4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育源草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44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含翠诗熙美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4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肌之美新颜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58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ggoln烟酰胺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64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影丽斯沙棘平衡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76
广州聚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gfuyuan醒肤源燕窝臻养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78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科加能眼部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5892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OSNIGUZAL吾斯妮古再丽蛋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20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bsleyes柏诗伦眼部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28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魅影丽斯沙棘平衡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30
广州聚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KE纳歌生姜丝柔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31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HAUTKERN芯肤芯冰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34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BRONZE BABE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RONZE BABE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RONZE BABE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EN GLOW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EN GLOW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OLDEN GLOW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KISSED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KISSED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NKISSED MOUSSE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科加能眼部能量无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48 广州加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蜂王浆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5958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TYLE BROW PREP&PRIME MIST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TYLE BROW PREP&PRIME MIST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TYLE BROW PREP&PRIME MIST SPRAY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LURONIC AX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LURONIC AX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LURONIC AXID FACE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补水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补水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补水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2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乙酰基胶原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0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Face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Face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Face Prime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REARL DEEP RENEWAL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REARL DEEP RENEWAL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REARL DEEP RENEWAL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BULGARIA ROSE PH 
BALANCING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BULGARIA ROSE PH 
BALANCING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BULGARIA ROSE PH 
BALANCING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4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PEARL & COLLAGEN 
ACTIV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PEARL & COLLAGEN 
ACTIV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HEUP PEARL & COLLAGEN 
ACTIV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6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Sudden Beauty EGF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dden Beauty EGF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Sudden Beauty EGF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3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IONARY  rose-up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IONARY  rose-up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IONARY  rose-up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Fangal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Fangal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Fangal Nail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保湿浸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保湿浸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透明质酸钠保湿浸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4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补水嫩肤组合-
透明质酸胶原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52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sleyes柏诗伦水氧润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53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无龄肌燕窝胶原莹润优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064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慧美汇青春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54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58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月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61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芸姿美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6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慧美汇瓷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66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瓷肌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69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活氧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70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171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慕兰婷肽能舒缓修护原浆面膜（神经酰
胺）

粤G妆网备字2020246275
广州市慕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良木栖玻色因维A醇双萃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296
广州艾思迈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蔓卡丝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299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提拉塑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0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提拉塑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0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提拉塑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04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恋花颜洛煌笈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05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海泽康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泽康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泽康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28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臻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3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4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4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尊享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尊享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尊享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4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雅诗霓彩滋润显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53
广州市火烈鸟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佗植萃倍护滋养唇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61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回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67 广州珺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6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活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7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柬秀 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83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影丽斯沙棘平衡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6397
广州聚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光感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光感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光感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siyan焕颜精华液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7
广州露凝香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脊玲珑草本温舒美臀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8
广东整脊再生医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脊玲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19
广东整脊再生医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脊玲珑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20
广东整脊再生医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2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IGIRLS蜜格丝综合维他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30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4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娜娜 水光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水光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 水光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5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萱小肌蛋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65 广州创运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8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润妍烟酰胺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89
广州大唐润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韦本初氨基酸酷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499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然美多肽凝时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03 广州萃然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样烟酰胺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11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美媛亮采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14
广州聚鑫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造极脐带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25 广州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淇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45 广州墨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eila烟酰胺修护滋润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64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卡丝菁纯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86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59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SEVDAHOL茶树精油滋养护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07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彤羿水润滋养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16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颜荟语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23 广州环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FUMA育肤美优肤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FUMA育肤美优肤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FUMA育肤美优肤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舒缓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2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凝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64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慕茹姬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775 广东健驰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柯嫚熙沁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782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华尼诗草本精粹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55 广州市敏杰贸易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裸妆焕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66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6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慕萱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谧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75
广州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79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DIANOUBA肥料魔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89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源草毛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98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慕萱 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多维等渗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689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噢诺onuo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1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朵斯弟温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17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斯弟温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17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斯弟温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17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斯弟修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21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斯弟修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21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斯弟修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21 广州易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婷好氨基酸清爽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33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金雅皙臻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臻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臻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袖妆妍果冻夹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57
广州市博仕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柯嫚熙莹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68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艾物堂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698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0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yskin特纳卡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3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语蔲咖啡魅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45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bsleyes柏诗伦密集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46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51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肤颜坊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6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6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6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琇美人尊享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尊享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琇美人尊享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7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OK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72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9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9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93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瑞和堂秘诱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94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康瑞和堂畅爽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7096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犹科特提拉养护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犹科特提拉养护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犹科特提拉养护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犹科特提拉养护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齐  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12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芊姿娇雅弹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1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DAKIFENEY薄暮之光系列奶昔丝绒唇釉
礼盒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17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倬黛玉透冰肌酵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37 广州尚乐传媒科技有限公司
范特西米酵去屑清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44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谧盈润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48
广州玺美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微缇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微缇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微缇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臻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6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逆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65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水润滋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73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茶坊百草茶益洗舒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78
广州圣茶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奵男士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84 广州华威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嫚熙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90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柯嫚熙润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94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素優莎刚劲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196
广州晟源树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Calicare传明酸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传明酸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alicare传明酸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4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冻干粉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冻干粉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冻干粉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吕后密眸卷翘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2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靓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2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1水密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3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5幽蓝幻境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3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7双子精灵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39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韩佑恩 轻美肌密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佑恩 轻美肌密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佑恩 轻美肌密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4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竹炭火山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竹炭火山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竹炭火山泥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loresan马鞭草酮迷迭香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2 广州碧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Zuty主缇头皮去角质海盐磨砂洁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Zuty主缇头皮去角质海盐磨砂洁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Zuty主缇头皮去角质海盐磨砂洁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XIJUESHI小麦多肽倍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56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草集修护菁纯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草集修护菁纯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琦草集修护菁纯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67
广州华雅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云莎轻俏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云莎轻俏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琳云莎轻俏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荌璀璨鱼子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78 广州珺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8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8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8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暨臻颜蜜语修护凝胶+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89
广州暨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思雨皙颜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29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NSE润唇营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21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ENOKO水肌源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精萃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山羊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小分子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小分子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小分子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3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沂丰堂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4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YUE怡玥艾草爽肤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50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寡肽修护初颜粉+
寡肽初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56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寡肽初颜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6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寡肽初颜修护冰
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64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BiNGLiYAN冰丽颜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69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GLiYAN冰丽颜冰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0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GLiYAN冰丽颜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1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GLiYAN冰丽颜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2
广州冰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奶橘咖
704）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3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深棕咖
705）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6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小辣椒
7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7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正红色
701）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7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番茄红
703）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81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NAKE纳歌蛋白氨基酸一分钟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8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婷好氨基酸营养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83
汉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恺舍足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7397 广州市舍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古罗斯炫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02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YUSHENGSHA玉圣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08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EN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1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彩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1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垒莎leish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15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奈非naife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1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邺基YEJ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0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豪蔻Haokou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效修护丝滑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ANNAML米兰戴安娜紫苏竹炭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5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1自然黑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1自然黑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1自然黑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4气质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4气质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4气质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sleyes柏诗伦好舒目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38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鸥品oupi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41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4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扮梦宣颜夕颜自动旋转特细眉笔02小三
角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4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夕颜自动旋转特细眉笔01小三
角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1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夕颜自动旋转特细眉笔03小三
角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2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夕颜自动旋转特细眉笔04小三
角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3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ya Papala玛雅·帕帕拉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a Papala玛雅·帕帕拉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ya Papala玛雅·帕帕拉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56 广州市轩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8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88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奢润赋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8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修护管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91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米诗黛儿鱼子酱青春定格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495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萃青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01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XIJUESHI小麦多肽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02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JUESHI小麦多肽倍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04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卡丹晶透焕活肌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16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YENOKO水肌源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水光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水光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水光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水光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肌源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冠莹烟酰胺小樱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28 广州冠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XIJUESHI小麦多肽倍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31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懒伊生草本臻萃首乌造型魔力卷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7599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b LiI何首乌倍舒康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00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茶坊百草茶舒缓修护蛋白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04
广州圣茶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UTKERN芯肤芯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12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多肽丝滑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肽丝滑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多肽丝滑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1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JUESHI小麦多肽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21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JUESHI小麦多肽倍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22 广州梓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特润修护眼部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特润修护眼部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特润修护眼部微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4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名莱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58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58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58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HOSOER 果蔬凝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66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百草茗媛植萃日夜平衡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7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蕊草集草本净护凝珠足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蕊草集草本净护凝珠足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蕊草集草本净护凝珠足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2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雨渲贝尔多肽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6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润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润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润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69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嘉蜂珍舒焕平衡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03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伊嘉蜂珍舒悦活力套 舒畅悦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07
广州伊嘉健康咨询服务有限
公司

正物杂良亮泽玉肌调理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0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洁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洁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氨基酸洁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烟酰胺亮泽玉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6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亮泽玉肌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6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亮泽玉肌保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77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矜雅乳糖酸洁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15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艾矜雅乳糖酸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16
广州市艾瑞雅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正物杂良亮泽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露莲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2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物杂良亮泽玉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3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润百莲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润百莲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润百莲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5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水嫩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亮泽滋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2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咪拉高定晶彩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32 广州露梵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小分子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小分子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小分子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3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逆颜舒缓分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7935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谷丽素叶沙枣养发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15 广州市东霸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浪漫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林椰椰子油护手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21 广州林椰贸易有限公司
泊泉雅净透皙润水光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净透皙润水光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净透皙润水光素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夏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25 广州木易舍贸易有限公司

佰妆萃玫瑰亮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0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茜如娇愈创木幼肌新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愈创木幼肌新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愈创木幼肌新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赋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玻尿酸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玻尿酸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玻尿酸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莱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5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5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5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AtiyanoVo水能保湿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62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名莱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63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樱素肌臻璨焕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67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艾地苯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艾地苯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艾地苯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莱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樱素肌光采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6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活性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丽兰烟酰胺皂基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79 广州莎丽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8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造极脐带精华修护冻干粉+美造极脐
带精华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84 广州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芙特羊胎盘素修护冻干粉+玫芙特透
明质酸钠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096 广州梵玥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美美 美肤童焕肤靓颜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10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柔顺奇基摩洛哥阿甘坚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11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利菲媛酵母晶莹凝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14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瓣烁指甲油010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27 广州骐骥化妆品有限公司
瓣烁指甲油007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30 广州骐骥化妆品有限公司
瓣烁指甲油001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32 广州骐骥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植萃水之源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45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谜小刀锋持久眉笔（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5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雪颜臣花样风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花样风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花样风铃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谜小刀锋持久眉笔（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55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嫒美美 美肤童焕肤洁净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62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嫒美美 美肤童焕肤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67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今日郦人尊道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74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今日郦人尊道舒和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79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日郦人尊道舒爽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2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8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HEALTHIER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A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风铃绘尼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199 广州风铃绘贸易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0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7STAR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1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25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芷萃草本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29
广州植芷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Pn’DU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0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1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若姿焕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7
广州市尚维美容科技有限公
司

DIPn’DUO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NAIL LACQUER(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n’DU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3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6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6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6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91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91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91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chatz Oligopeptides EGF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4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Schatz  Gold Foil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45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美婷积雪草鎏金臻宠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58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g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6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禅音阁植物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禅音阁植物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禅音阁植物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0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后丽质芳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后丽质芳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5
广州悠芙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goo SHAMPOO C95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95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SHAMPOO C95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2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2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igoo CONDITIONER C92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7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米酵净澈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285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酵母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01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2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2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22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AINAZI艾娜姿璀璨绚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7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NAIL POLISH(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XO HEALTHY GEL(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49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ELLV:N LUXURIOUS HYDRATING EFFECT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LLV:N LUXURIOUS HYDRATING EFFECT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LLV:N LUXURIOUS HYDRATING EFFECT 
AMPOU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blu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3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4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red)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5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6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Gel Polish(yellow)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57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瓷高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65 广州东森科技有限公司



SEVDAHOL植萃修护臻养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66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CHRISTRIO Nail Lacquer(purple)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68 广州冠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ZIMAN润肤养颜调理套-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71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古乳金箔百草丽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7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皆喜阿稻芙氨基酸舒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80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EZIMAN润肤养颜调理套-舒缓保湿面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82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诗春天焕采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焕采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柏诗春天焕采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3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萌美日记MENGMEIRIJI活力水感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09
广州恒诚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聚柔野生姜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1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美多肽美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21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COPSPTIDE康普斯肽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23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效康养龙血树腹部温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24 广州煌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LEEZIMAN润肤养颜调理套-舒畅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25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博郦人尊道清舒萃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27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利菲媛酵母多肽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32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EZIMAN润肤养颜调理套-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36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ZIMAN润肤养颜调理套-净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37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玟贝丽童颜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39
广州市玟贝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诱惑控油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76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弹嫩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9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弹嫩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9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弹嫩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49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米丝芭莉  优化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化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化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7 Toning Light提亮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提亮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提亮保湿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舒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舒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V7 Toning Light舒润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0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亚婷烟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20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婷神经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21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婷海盐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22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美雅牛奶精华润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27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臂腿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臂腿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臂腿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抗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抗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抗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7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ozo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Fozo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Fozo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5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提拉面膜贴（立体挂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BLHS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背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背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背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腹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之美秀腰部臻品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58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胶原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10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EYUE怡玥艾草滋养柔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18
广州臻美汇美容咨询管理有
限公司

O-Michly法国海泉臻萃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20
广州美挚颜信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OSNIGUZAL吾斯妮古再丽蔷薇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32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芙雪精华修护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39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花献光彩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46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娅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62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Loushi twips海蓝植物修护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78
广州珐默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LINDI法琳笛轻奢丰盈三色不沾杯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79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芙雪修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84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璞堂御力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86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澳芙雪滋润护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90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艾草原液净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9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艾草原液净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9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艾草原液净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92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X-F焕颜霜A 粤G妆网备字2020248698 广州臻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LINDI法琳笛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02
广州法琳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izabeth Maple Leaf伊丽莎白枫叶奢
宠莹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0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daggoln鱼子精华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1 广州薇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6薄蝉羽翼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M01月夜秘境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M02雪谷灵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22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M03天空之境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2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M04星际碎片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2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M05繁世尘埃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2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1小白角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3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2冰封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3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4琥珀之眼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42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5独角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4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冰川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47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6筑梦迷途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48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珠光红10#)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4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正红9#)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5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7伽蓝之洞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52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豆沙色8#)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5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8少女的诱
惑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5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原味奶茶色5#)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5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橄榄绿4#)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1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香芋紫2#)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缔美馨姿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4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丹蔻颜坊红牡丹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5
广州市智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雾霾蓝1#)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缔美馨姿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67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2第三乐章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7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粉色爱心7#)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7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4加州花园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7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润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7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润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79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03琉璃屋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8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18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85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李氏魅颜多效眼部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86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HOSNIGUZAL吾斯妮古再丽蔷薇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88
广州芊晟精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尊尚绣润唇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793
广东尊尚绣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V18靓颜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03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诗露雨按摩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07 广州天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莹润舒源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15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HA珍珠奶茶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珍珠奶茶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珍珠奶茶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午百年粉红提升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粉红提升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粉红提升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2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润美客净润舒缓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35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葳锘芾薾草本精粹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37
广州维诺菲尔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伊丽琪植萃清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41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大猫修护亮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49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藏域琦草红花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51 广州晨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域琦草红花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51 广州晨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域琦草红花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51 广州晨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dmfsfeis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58 广州市慕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姬发伊堂赋活发膜①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62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莹润舒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6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源时光水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本源时光水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本源时光水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8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丝艿儿蜂蜜冻龄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895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S . JD花韵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0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忆雪香氛滋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香氛滋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香氛滋润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植萃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2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芙达 芦荟舒缓复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达 芦荟舒缓复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达 芦荟舒缓复合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氏魅颜多效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42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4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4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4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泽康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6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泽康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6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泽康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6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菡卡高肤亮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67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脊玲珑草本温舒肩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82
广东整脊再生医学研究院有
限公司

METGIRLS STAR蜜格丝安心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9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Skinov8无硅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899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立
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立
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立
体修护冻干粉+立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菁盈舒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诗美多肽净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2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臀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1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麗雪顔花献光彩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24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花献光彩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2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I澜迪玫瑰花漾舒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DI澜迪玫瑰花漾舒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DI澜迪玫瑰花漾舒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身体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柔香氛身体乳01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腹部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聚柔香氛身体乳02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魅惑女王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8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魅惑女王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38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净彻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净彻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净彻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4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柔香氛身体乳03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5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Dolabefu朵菈蓓肤芍药花细肤平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058 广州姮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NGEˊU纯沅溶色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158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曼欣邂逅花语莹亮柔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163
广州市欧曼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曼欣清新花语紧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165
广州市欧曼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宣谷 氨基酸紫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19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0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男士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11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美多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3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CX-F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288 广州臻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璞堂御福康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05
广州璞瑞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小分子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QNY ENERGY大眼睛惊艳纤维睫毛膏组
合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49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IN古尹小苍兰玻尿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50
广州市至上至品贸易有限公
司

MRS . JD悦享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5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iYu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Yu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Yu狮玉富勒烯清卸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5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理肤正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理肤正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之名匠理肤正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维C谷胱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维C谷胱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维C谷胱甘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慧美汇冰川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68 广州雨滋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娜莎 胶原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386 广州星灿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赛蜜儿晶透润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03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赛蜜儿晶透润沁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08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6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1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JSNOAH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13 广州玫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蜜儿晶透润沁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14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EOR水性持久甲油F03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17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苗络堂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2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28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安琪爱慕巴黎套盒-爱慕巴黎滋养身
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58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绅水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60
广州伊绅美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3深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3深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三合一自动眉笔（03深棕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迪姬发伊堂赋活发膜②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68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净屑舒
缓）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7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净屑舒
缓）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7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净屑舒
缓）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75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范特西米酵润养闪耀顺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78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氨基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0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佳媚堂优肌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媚堂优肌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8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int绒感雾光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96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4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修
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修
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净透修
护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1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臻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1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臻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16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二裂酵母鲜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2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奢润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奢润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奢润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丰堂尊享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尊享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沂丰堂尊享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3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姿美垂盆草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35
广州绿创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娇润细
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娇润细
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娇润细
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温透平
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温透平
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紫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温透平
衡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GMI明蜜滋养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2 广州市明蜜贸易有限公司
简美雅牛奶精华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5 广州芬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秘密水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水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水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肽美好胶原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肽美好胶原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肽美好胶原鸡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白兰氏富勒烯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65 广州信御坊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益力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益力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粉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益力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樱花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7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润
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润
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金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滋养润
活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57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清新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清新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绿水晶系列套盒-洛神珠清新精
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恩尼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45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oNKi薇安琪星梦鎏金沙香水甜蜜梦境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53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 星梦鎏金沙香水璀璨星
空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57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ifa娜思法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6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ifa娜思法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6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asifa娜思法润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6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丝雨修护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7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启祥舒缓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7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那甲油胶（A）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87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695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清源紧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0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清源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0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GIRLS蜜格丝植物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12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第九行星多肽倍润能量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15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多效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多效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多效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模美姿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23
美祺健康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陈氏琪肌水动力滋养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38 广州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ODIE&JO多元修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41
梵可（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养护日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6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双因滋养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7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TOB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84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焕颜无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85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NTAINSWHEIT精粹雪颜密码霜I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9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动感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79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舒缓修护调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0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卡卡莎绿茉水光保湿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0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水光保湿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0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TAINSWHEIT双因子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0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小黄瓜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0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涯爱靓珍珠光感美肌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NTAINSWHEIT水润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2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基底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舒缓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2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海藻黄金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2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3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涯爱靓毛孔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烟酰胺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NTAINSWHEIT精粹雪颜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4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肌底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CONTAINSWHEIT水密码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5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碧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60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6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6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园芳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6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sleyes柏诗伦赋活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65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卓肤霖CHOFULIN柔感修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柔感修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柔感修护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sleyes柏诗伦水氧舒缓敷眼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82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晶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晶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晶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8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琉璃蓓润丝滑套-蓓润净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89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琉璃蓓润丝滑套-蓓润丝滑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3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福美堂 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 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 瓷肌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8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紫苏玫瑰植物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紫苏玫瑰植物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KF紫苏玫瑰植物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0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03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DUORUISI 朵瑞丝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RUISI 朵瑞丝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RUISI 朵瑞丝 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1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 FEEL恋花颜水果腮红高光一体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1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后维生素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后维生素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后维生素氨基酸净透洁面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2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妃魔颜润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润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润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润透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狮玉依克多因时空仓驻颜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依克多因时空仓驻颜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依克多因时空仓驻颜逆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39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fudeli 欧石楠屏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欧石楠屏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fudeli 欧石楠屏障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芙兰莉女王权杖奢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2 广州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兰莉女王权杖奢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2 广州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芙兰莉女王权杖奢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2 广州唯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贵人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贵人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贵人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5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透皙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60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尧贵人 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6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贵人 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6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尧贵人 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62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SEVDAHOL橙花精油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49979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JDJX肌肤秘钥胶原蛋白焕颜靓肤组合-
烟酰胺胶原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01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恒润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恒润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恒润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0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VSA活性沛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07 广州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肌之美新氧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17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际多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23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BAMEI SEN 净颜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3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AL画岚鱼子精华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38 广州辰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活颜滋养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44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LLOW COLOR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46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菲媛酵母臻亮美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59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绯白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69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琉璃美肤聚润套-美肤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70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蜜际  青春赋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74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焕颜宠爱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焕颜宠爱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焕颜宠爱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7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 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80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VORAVORA幼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90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SyaLaa　思雅拉　花语丹唇口红（滋润
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93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特莲 KATELYN　高质色彩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0098 广州兰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享愉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享愉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享愉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养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肩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1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尊享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润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润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润胸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1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后青春活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29 广州宝后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源帝道悦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悦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悦享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3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润雅生姜护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51 广州宝滋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嘉顿能量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52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银河万岁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53 广州汶西贸易有限公司
涅肤妈咪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63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WHITEN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7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SCAR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7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HAIR GROWTH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7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Anti ag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7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hyaloronic acid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7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Snail oil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8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YONSA Vitamin C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8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8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溪玲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88 广州骏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祛痘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9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19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滢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滢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滢草本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0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1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光甘草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1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2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美驿点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2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涯爱靓玻尿酸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28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4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蔻天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聚美焕颜祛痘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48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芝源堂 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0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碧美寇寡肽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1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14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魔皱焕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4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毛发洁净熬制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7
广州梵沐青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早点见面美肌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58 广州佳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RIXEY YACE  STRETCH MARKS SCARS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IXEY YACE  STRETCH MARKS SCARS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IXEY YACE  STRETCH MARKS SCARS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6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净肌平衡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6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57）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57）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257）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0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7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银河万岁烟酰胺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80 广州汶西贸易有限公司
Vogue and Grace锦瑟奢华自动旋转特
细眉笔04小三角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85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4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醒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暨美魔皱润肤焕彩冻干粉+润肤焕彩溶
媒液+润肤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7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魔皱提拉焕颜冻干粉+提拉焕颜溶
媒液+提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298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ROUJIAFEN大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大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ROUJIAFEN大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1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ogue and Grace锦瑟奢华自动旋转特
细眉笔03小三角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4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ue and Grace锦瑟奢华自动旋转特
细眉笔02小三角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6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ue and Grace锦瑟奢华自动旋转特
细眉笔01小三角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0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美婷积雪草鎏金臻宠润颜霜（早）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1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茜蓝铜胜肽焕颜冻干粉+蓝铜胜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蓝铜胜肽焕颜冻干粉+蓝铜胜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茜蓝铜胜肽焕颜冻干粉+蓝铜胜肽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5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1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蜗牛绿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2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冈立鎏沙香氛沐浴露（梦魅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28 广州嘉米奥贸易有限公司
秘膜坊 雪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3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膜坊 雪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6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秘膜坊 雪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8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秘膜坊 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0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夕贝梵秘修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夕贝梵秘修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夕贝梵秘修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夕贝梵秘修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馥荌臻萃赋活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48 广州珺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冈立鎏沙香氛沐浴露（怦然心动）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51 广州嘉米奥贸易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5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sleyes柏诗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53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诺妃魔颜多肽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多肽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多肽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多肽焕颜补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鲁人缘御品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鲁人缘御品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鲁人缘御品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RVENT%LOVE蓝铜肽修护冻干球+二裂
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378 广州美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sheroYo牛油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12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KOMI焕肤平衡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17 广州苛苛米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18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名丝去屑清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19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红胶囊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2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冻干粉+多肽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48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洛神珠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润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神珠活力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素肌神经酰胺护盈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70 广州沁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CTSM沁润肌底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78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良木栖原花青素紧致眼部精华-原花青
素臻萃精华粉+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82
广州艾思迈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花渐洋甘菊氨基酸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86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涯爱靓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涯爱靓亮采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5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涵美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维生素B5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第九行星龙胆纤连蛋白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499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涯爱靓熊果素莹肌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03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TRAJAN图拉真裸妆紧致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08
广州市小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扬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14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EI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EI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ZANMEI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15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绣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30 广州添绣营销策划有限公司
龙方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35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龙方源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59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龙方源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61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荷香争艳无痕定妆粉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62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逆颜多肽冻干粉+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63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吕后荷香争艳无痕定妆粉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6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姿美尔男士锋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72 广州肌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059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UMAUREEN精粹雪颜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谜典  奢养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11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神经酰胺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21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 COLLECTION白桦汁莹润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40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5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谜典 奢养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5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清润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8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亮彩凝脂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691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BKNE碧肌妮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1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KNE碧肌妮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1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KNE碧肌妮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1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sleyes柏诗伦修护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14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琼俏牡丹嫩肤靓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28 广州全鹏贸易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优貌美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35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bsleyes柏诗伦眼唇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41 广州水心商贸有限公司

VIKADA淡粉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48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樺蕊焕颜细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53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AtiyanoVo水能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79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anGD安柔草本清透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80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卓秀清颜优貌美肌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8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GD安柔植萃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89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D COLLECTION白桦汁臻修奢养护发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2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AtiyanoVo水能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7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8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缘素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红缘素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红缘素胸部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2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ECECO樱诗蔻控油祛痘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6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蒂兰奥优肽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7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 奢华雪肌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奢华雪肌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奢华雪肌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0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ECECO樱诗蔻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10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水滋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16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洋甘菊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17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25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26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S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S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mefaso HAIR MASK S3 粤G妆网备字202025083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梵希玻色因凝时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024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胶原营养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01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茜秀儿玫瑰护理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08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清棠多效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11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卓秀清颜优貌美肌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16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抚纹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抚纹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抚纹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淡纹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淡纹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淡纹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智研樱花精粹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2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  水动力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草本拉丝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47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第九行星神经酰胺-3舒缓皮脂膜修护凝
脂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65
广州鑫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净芙童颜嫩肤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肌活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肌活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肌活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8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水光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水光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水光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9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小美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93
广州洋梓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JI蜜际烟酰胺爆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194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青素抚纹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0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青素抚纹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0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花青素抚纹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0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 COLLECTION白桦汁丝滑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24
广州市黑米商贸发展有限公
司

蒂兰奥优肽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26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姬发伊堂赋活发膜③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28 广州迪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诗贝丹 舒缓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舒缓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舒缓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皙DRAWSHE红景天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红景天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红景天安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诗贝丹 臀美养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臀美养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臀美养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舒缓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舒缓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舒缓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蝶思雨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4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禾木时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54 广州美施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容颜计雪肌之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65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轻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轻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沙棘果乳糖酸轻透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7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兰奥优肽沁润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83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络堂路路通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8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94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蒂兰奥美肤沁润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1298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0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0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0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风铃绘丝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07 广州风铃绘贸易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1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玫姿草本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1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草奇缘幼颜精粹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18
广州美洋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思雨皙颜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1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NADUO 胎盘素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21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容院那些事舒润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25
广州美容院那些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六胜肽紧致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六胜肽紧致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六胜肽紧致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2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颜朵美肌修护冻干粉+ 美肌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34 广州纯甄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紫罗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37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DR.TOUPI紫草去屑舒缓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38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修亿肤芙蓉养颜膏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42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POSH美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45 广州都赢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欧谷百合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55 广州欧莉雅科技有限公司

VIKADA银灰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58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御颜净芙童颜嫩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6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海洋魅力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6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海洋因子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6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VIKADA棕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1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御颜净芙童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法颜蔻灵芝奢护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灵芝奢护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灵芝奢护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UMAUREEN活泉水润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安夫诺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修护
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7 广州麒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MAUREEN油脂调护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7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芊淳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8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无界VC昼夜节律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383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GFUYUAN醒肤源玻尿酸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07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KADA青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08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福美堂宛若新生水分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宛若新生水分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宛若新生水分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深层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深层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深层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 植萃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26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雨齐  橘子清莹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30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瑜拉线眉笔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42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VIKADA蓝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43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KADA紫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49
广州市哈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夏瑜拉线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50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拉线眉笔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5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一拉即用易描绘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5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美多肽净澈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59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夏瑜精雕细琢纸卷眉笔0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8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美馨姿净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90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目多效紧致润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91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缔美馨姿清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92 广州众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精雕细琢纸卷眉笔05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49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精雕细琢纸卷眉笔06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00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精雕细琢纸卷眉笔07卡布奇诺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0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睛彩撕拉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09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顺滑拉线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1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茉俏颜水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21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利菲媛植萃凝肌青春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22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水润动力美肌海洋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27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CONTAINSWHEIT肌底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4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戈莱倍尔多肽修护冻干粉+戈莱倍尔紧
致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78 广州米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7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UMAUREEN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8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肌之美新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85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UMAUREEN水润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育源草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591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伊丽琪鎏金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01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多肽红球藻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多肽红球藻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多肽红球藻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琪多效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24 广州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MAUREEN动感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2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杨洋野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3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TINLIS丹丁力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美多肽净澈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49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丝艿儿寡肽奢宠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50
广州市欣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曼妍 苹果干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苹果干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苹果干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芝维妮植物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植物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植物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掬水留香人参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4
广州倾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清滢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瓷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8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美美 美肤童焕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690
广州爱美美皮肤再生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芝源堂植物精萃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01 广州雅殷贸易有限公司
与妃臻颜亮肤修护晶粉+臻颜亮肤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07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舒润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0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朱大叔玻尿酸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朱大叔玻尿酸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朱大叔玻尿酸肌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语葶保湿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语葶保湿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菲语葶保湿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Zi梦幻奢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19 广东琳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幼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幼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微肽幼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那些记忆逆龄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38
广州市壹嘉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曼妍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55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NTAINSWHEIT活泉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柒起多肽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6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多肽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6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起多肽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6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紧致提拉蛋白液+水解胶原蛋
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81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利菲媛植萃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788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INSWHEIT活泉水润出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花佰惠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27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和金艾温润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和金艾温润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和金艾温润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3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WAMER 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WAMER 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WAMER 海娃娃丝蛋白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185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maffick茶杯熊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06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2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诗贝丹 草本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FINNA黛肤娜芦荟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45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爆闪银9#)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4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泊泉雅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玫瑰花粉嫩滋润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 玻尿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63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AMUN LISA初恋脸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6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MUN LISA初恋脸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6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樱桃红1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7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酒红1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7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正红10#)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7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英勇骑士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laiya赫萊雅童话森林英勇骑士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城市娃娃水蜜桃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2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砖红8#)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CONTAINSWHEIT活泉紧致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IDIOCOLOUR磨砂甲油(姜黄5#)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89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9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9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盈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09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瑞和堂净透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05
广州力瑧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10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烟灰色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13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Techbeauty人参籽油足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24 广州泰柯碧缇科技有限公司
雪姿婷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洋甘菊舒缓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5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城女孩百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54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氏魅颜童颜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55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G04樱花、春
天和爱情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6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HRAL画岚海葡萄维C沁润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69 广州辰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G03紫色烟花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70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76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工坊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180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情思雨橄榄油发丝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01
广州老名唐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RS . JD清透平衡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06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琉璃美肤聚润套-美肤深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08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VAN SIMEY清肌净颜祛痘水粉液套盒-清
肌净颜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10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MAUREEN清爽紧致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尚秀清颜丽人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1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肤霖CHOFULIN多效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多效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肤霖CHOFULIN多效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2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5爱与喜爱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34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D04大鱼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35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VCND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13调色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4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梵君卉通透肌香润细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50 广州泰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5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5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时光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5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瀑布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59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69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EMVGER玫曼集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7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YZI寡肽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寡肽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寡肽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7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焕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焕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焕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8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菲媛多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90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净颜清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净颜清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净颜清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29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TAINSWHEIT活泉水润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韩芬娜私人订制口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私人订制口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娜私人订制口红 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清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清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清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0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修护纤维素+青春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2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5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润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润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润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皙颜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皙颜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皙颜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3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罗娅苏靓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靓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靓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柔嫩润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3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柔嫩润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3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柔嫩润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3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5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73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76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阳颐生青春塑颜童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77
广州聚邦众享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黄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黄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黄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396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0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1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1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德梦多效亮肤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14
广州市白云区卡丝蓝化妆品
厂

MIJI蜜际光感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16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LaErNi玻色因臻养美容套-玻色因臻养
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20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莎熊果苷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21 广州璟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漫妆眼部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眼部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眼部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嫩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嫩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吉女皇胎盘素嫩活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48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斯莉  烟酰胺焕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54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水润焕彩莹润素颜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56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 滢润保湿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64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轻薄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69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CANBE五十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73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竹炭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8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蔷薇之约四色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249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脐带焕颜臻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00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嘉美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08 广州天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涯爱靓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11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点欧芭水光液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16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焕活微囊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焕活微囊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焕活微囊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珺姊香氛魅惑丝滑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1
广州风铃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漾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5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露莹骆驼奶维E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骆驼奶维E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骆驼奶维E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姿态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38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珺姊香氛柔顺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43
广州风铃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禅音阁植物还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4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禅音阁植物还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4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禅音阁植物还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46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草本姜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5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佰惠滋养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5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舒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65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68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姿态精粹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70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ARCOME親蔻草本精华经典套盒 草本
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77 广州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RCOME親蔻草本精华经典套盒 草本
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78 广州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DKa.i脐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79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宏大美汇藏红花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诀青春焕颜精华液+青春焕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9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DEARCOME親蔻草本精华经典套盒 草本
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95 广州启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美驿点复合肽多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59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yi尤一红参玻尿酸抚纹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00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寡肽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寡肽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LYZI寡肽滋养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0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琉璃睛采莹润套-睛采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36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仟媚琳多肽肌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媚琳多肽肌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媚琳多肽肌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lower vultus VC润泽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56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驻颜弹力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6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蔻天姿雪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雪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7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歆驿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7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泰宁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3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享美驿点氨基酸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269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芝生元男士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00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易见美蜜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09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康泰宁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0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jum CONDITIONER J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CONDITIONER J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CONDITIONER J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HAIR MASK J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HAIR MASK J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HAIR MASK J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LYLEAWEA丽莉薇名媛香氛洗护套盒 烟
酰胺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3 广州蓝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ombar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生元清舒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34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泰宁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36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HEHAO合好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37 广州市合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bar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泰宁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4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2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57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6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6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64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ReJeune aquamqi Silver 
Illuminat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Jeune aquamqi Silver 
Illuminat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Jeune aquamqi Silver 
Illuminat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Jeune aquamqi Silver 
Illuminating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7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泰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1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89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道合生美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92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享美驿点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79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樺蕊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08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jum SHAMPOO J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SHAMPOO J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jum SHAMPOO J1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1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Zi梦幻浪漫风情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4 广东琳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Zi梦幻闪耀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5 广东琳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8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法罗蔻柔肌莹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柔肌莹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柔肌莹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宠紧致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宠紧致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宠紧致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轻润水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轻润水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轻润水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养深润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养深润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罗蔻奢养深润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TGIRLS蜜格丝甘菊兰多肽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2844
蜜格丝进出口贸易（广东）
有限公司

诺斯莉 红胶囊二裂酵母逆时光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02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06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香源荟玫瑰花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09 广州圣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日出倾城黑钻丰盈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14 广州东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Ka.i脐带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16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玻色因臻养美容套-玻色因臻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21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南极人调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调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调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龄肌因纯皙毛孔细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毛孔细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毛孔细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37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肌底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 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46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古奈诗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
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62 广州古奈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 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64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 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65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 热恋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76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 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78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DKa.i脐带光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81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草本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94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缘来聚植物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098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烟酰胺富勒烯靓肤
丝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02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芦荟儿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22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anGD安柔焕彩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24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anGD安柔复活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25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酵母光感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40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红珀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54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海安熙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晚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蓝海藻水动力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蓝海藻水动力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蓝海藻水动力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若惜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若惜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若惜肌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80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懒深层调理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253192 广州企语科技有限公司
半懒平衡调理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01 广州企语科技有限公司
FANPANPAN温感变色滋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05 广州茱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肌源净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19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雅思香氨基酸滋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21 广州韩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BATISHI极润黄金净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22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韩姿橄榄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64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韩姿绿茶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66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韩姿樱花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68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72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修护睡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滋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8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慕贞容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81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雪润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8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深海鱼子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29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蝶诗琳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29 广州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3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圣奈薇尔凝水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净肤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4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净肤调理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臻肌靓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Y·BEAUTY FACE 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芸香苷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海洋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JiBiQuan纪碧泉调肤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59 广州美啦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臻颜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6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东田溢梦蓝铜多肽密集修护冻干粉+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63
古德奈斯（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圣奈薇尔臻颜靓肤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Salma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82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亚水光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390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湲润多肽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42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AUMAUREEN蜗牛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4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OUMEIYUAN蔻美媛至臻焕彩组合-至臻
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54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净痘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57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UMEIYUAN蔻美媛至臻焕彩组合-至臻
焕彩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58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纤连
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纤连
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纤连
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6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蝶思雨皙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7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et's Ting黎施汀根粹酵素敷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83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87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COLOURPOP九色海岸珊瑚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9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海岸珊瑚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9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海岸珊瑚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92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精华液 （晚）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96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XiMaries希蔓瑞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598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湲润多肽焕颜精华液 （日）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00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02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Gelite歌莉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07 广州伊珈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眼部淡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10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水动力养护液+ 水动力保湿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动力养护液+ 水动力保湿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动力养护液+ 水动力保湿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补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1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VISWEET金刚炫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28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SU逸素致炫皇冠眼线液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35 广州东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UMAUREEN净颜平衡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ISU逸素致炫皇冠眼线液笔（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39 广州东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戴妮娜DAININA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40 广州娜莉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精萃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4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早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UMAUREEN黄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5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诗美多肽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95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千资妍补水密语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9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资妍补水密语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9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资妍补水密语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69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MAUREEN双因子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0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戴妮娜DAININ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04 广州娜莉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AUMAUREEN舒缓海洋因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0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戴妮娜DAININA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06 广州娜莉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紧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24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AUMAUREEN深海凝萃水漾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2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泊泉雅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漾润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一拉即用易描绘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TAINSWHEIT控油祛痘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仙草堂痘胶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52 广州柏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艾叶能量养护油+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5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景红达皇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5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皇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5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景红达皇晶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5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拉拉贝斯琉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61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集草惠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
冻干粉+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VAILE BASE薇尔贝斯立体修护组合-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熙诗能量精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滋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7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UMAUREEN深海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8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海洋雪颜密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DR.TOUPI紫草去屑舒缓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95 广州优品商贸发展有限公司

AUMAUREEN水密码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79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深海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0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海藻黄金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0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芈茵美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18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顾姿堂皙颜净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19
广州市碧然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AUMAUREEN植物精粹雪颜密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夏瑜睛彩撕拉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21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拉线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25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顺滑拉线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2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肤媄ONFUMEY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36 广州跳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子午百年粉红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3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粉红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3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粉红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3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NOTE伊谰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40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妮奥水光臻颜金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42 广州强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FALULIAN法露莲富勒烯水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45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boratorian赋能溶媒液+赋能焕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55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氏魅颜胶原紧致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60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YISUN温和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63 广州兰玫化妆品有限公司

VIVISWEET氨基酸海盐丝滑润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64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络堂舒润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6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EAYOMIE紧致修颜面膜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69
广州塑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廖生堂马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77
广州市深巴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荟荟加璀璨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8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丝普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89 广州绮航贸易有限公司

欧曼欣浪漫花语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92
广州市欧曼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露莲绿茶冰肌净透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94
广州美丽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菲媛植萃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899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美造物早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02 广州春树商贸有限公司

GDSC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14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淇丹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2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丹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2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淇丹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2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2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臻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29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荟荟加温和养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3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焕颜璀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随心所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聚明堂青蒿素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56 广州千方红贸易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0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荟荟加精萃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荟荟加胶原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淑韵天然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7 广州德润佳商贸有限公司

容颜计雪肌之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8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荟加焕肤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6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情雅依旧倾心润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72 广州雅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oma around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3978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氏魅颜蛋白冻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10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荟荟加精萃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1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Feelfly 富勒烯七天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16 广州哆啦梦商贸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莹润遮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19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ma around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21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弹力紧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2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莹润水光肌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2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湲润多肽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1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枫镁琳人参何首乌润养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2
广州白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锐珂研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6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锐珂研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6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锐珂研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6 广州威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HWAMER海娃娃丝蛋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49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格蕾缇柔和深层洗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73 广州敏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美经典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珺姊香氛清润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87
广州风铃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创滢润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89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迪佳媛全息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91 广州仁军贸易有限公司
艾迪佳媛滋养修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93 广州仁军贸易有限公司
艾迪佳媛全息修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95 广州仁军贸易有限公司

盒你分享鳄鱼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96
广州简趣酷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嘉兰丹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098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嘉兰丹顺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01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紧颜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1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水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3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紧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19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悠美玫瑰身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2 广州崇星贸易有限公司

DOΛEZ玫瑰花瓣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6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ianys提拉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提拉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提拉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提拉紧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情雅依旧莹润盈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33 广州雅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家美经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4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5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5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5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芝生元活畅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59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TTAGING双重莹润精萃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63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紧颜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6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洛颜美肌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佰洛颜水润透肌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8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博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81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创持妆水润隔离BB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85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创夏之恋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88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泉修护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90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芝泉蛋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98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创滢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199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枫镁琳茶麸草本优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0
广州白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创滢润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5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和元背部草本养护套-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家美经典亮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亮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亮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凝眸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凝眸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凝眸舒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OΛEZ牛油果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17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DOΛEZ人参玉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22
广州欣堤采生化科技有限公
司

JDJX紧颜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24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亿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26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26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26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紧肤滋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3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水凝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56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清亮逆龄紧致膜+逆龄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71 广州商侨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白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白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恩美记白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花漾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83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IPL樱桃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8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PL樱桃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8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PL樱桃果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284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恣色清颜冻干粉套盒-恣色清颜冻干粉+
舒缓赋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00
广州恣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恣色臻颜冻干粉套盒-恣色臻颜冻干粉+
凝时温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02
广州恣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恣色养颜冻干粉套盒-恣色养颜冻干粉+
鲜活弹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05
广州恣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蜂芝堂草本香薰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0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霏沁富勒烯多肽冻干粉套盒-富勒烯多
肽修护冻干粉+富勒烯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2 广州市程方圆服装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C&NVV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17
广州市潮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惟.婷烟酰胺樱花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29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洛颜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佰洛颜水润透肌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佰洛颜雪莲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Flarous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水蛭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3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山羊奶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42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洛颜美肌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小美造物午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54 广州春树商贸有限公司
小美造物晚安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58 广州春树商贸有限公司
水绎芳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65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特浓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特浓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特浓缩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66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马油多效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373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丹迷迭香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04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并凡玫瑰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09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HSC 4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4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4号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奢宠紧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2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XHSC 1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1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1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媄赋活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媄赋活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媄赋活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43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霜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霜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霜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基质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HSC 2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2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2号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秋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592 广州艾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姿态童颜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895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诗莉补水美肌玫瑰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00 广州金筱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去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41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4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4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4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4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拉贝斯琉璃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5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络夫 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5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舒络夫 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5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舒络夫 舒缓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5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ITYGOO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ITYGOO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ITYGOO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ITYGOO DARK SPOT correc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7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INTIMATE AREA DARK SP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INTIMATE AREA DARK SP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INTIMATE AREA DARK SP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leeBee INTIMATE AREA DARK SPO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涵妤熙奢宠菁纯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6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伊兰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7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fineU RAPID REDUCTIO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RAPID REDUCTIO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RAPID REDUCTIO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RAPID REDUCTIO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89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涵妤熙奢宠菁纯臻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1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efineU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efineU DARK SPOT ERASER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EVDAHOL橙花臻致盈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4994
广州市爱他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ズーシー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マ
スカラＳＤ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0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マ
スカラ ＯＪ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0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nsly  whitening spray for bikini 
area and armpit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whitening spray for bikini 
area and armpit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whitening spray for bikini 
area and armpit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13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德琳玫瑰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24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口红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3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小星星极细三角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40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德琳海马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41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德琳薰衣草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43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IMAGIC小星星极细三角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4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小星星极细三角眉笔#05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4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小星星极细三角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5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小星星极细三角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56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CSK多肽抗衰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8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许妞家木草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许妞家木草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许妞家木草植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希极光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5099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皙颜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YU艾語保湿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3 广州市巍峨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焕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5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超卓紧致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超卓紧致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美堂奢华超卓紧致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冼榮華草本精华洗发露（女士）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15 广州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amfs舒缓净颜卸妆水(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17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盛诗娅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1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之月水润海藻补水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25
广州市吾之月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boratorian赋能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3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玫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35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沁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3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5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5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安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65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I楚蜜多效焕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ianys亲肤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亲肤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亲肤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亲肤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7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而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而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而美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语之恋LOVE OF STORIES丝柔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198
广州物语之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沐浴润肤洗护三件套装 水蜜
桃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0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梵草积雪草驻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19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乐故扎丽玫瑰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玫瑰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玫瑰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梵草积雪草驻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23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梵草积雪草亮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27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奈薇尔雪颜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3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梵草积雪草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36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梵草氨基酸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40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梵草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41
广州伊梵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氨基酸润净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4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50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54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舒润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60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因美泉 小棕瓶冻干粉逆龄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6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9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珂蜜语滋养嫩滑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296
广州市梵珂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暨美魔皱靓颜嫩肤冻干粉+靓颜嫩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01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魔皱臻密冻干粉+臻密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03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1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魔皱寡肽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
媒液+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16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魔皱多肽紧肤冻干粉+胶原紧肤溶
媒液+靓颜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20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靓肤包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34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兰萃雅草本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菁纯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3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舒缓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4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5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元康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6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FUYOYO大马士革玫瑰纯露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80 广州姿妍进出口有限公司

LipoDerma 多效赋活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9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LipoDerma 多效赋活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9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LipoDerma 多效赋活脂质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39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OUZIKOU石膏膜（翠）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0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OUZIKOU石膏膜（翡）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06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菲特林香氛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22
广州市巴菲特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薇爱内雕娇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26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粉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32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季芙兰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季芙兰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季芙兰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4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山羊奶烟酰胺嫩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润无瑕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润无瑕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水润无瑕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BP美颜修护冻干粉套盒 冻干粉黄金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67 广东领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诗兰逆龄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3 金特尔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舒润多效修护肌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7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肌底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487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说净润均衡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1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柔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30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菲特林牛奶香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39
广州市巴菲特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巴菲特林樱花香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40
广州市巴菲特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乐添美瓷肌亮肤透嫩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46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清肌水光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53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施仙肌清肌焕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71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众色清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8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名丝控油清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585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蜂胶滋养倍润护唇膏（防裂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08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蜂胶滋养倍润护唇膏（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2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蜂胶滋养倍润护唇膏（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23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璀璨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37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3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荟荟加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39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40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精萃水嫩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41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荟加焕颜璀璨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4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樺蕊舒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43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爱内雕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48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K多肽抗衰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奈薇尔净透雪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CNRS臻润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净透雪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轻盈防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陌恋时尚氨基酸炫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恋时尚氨基酸炫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恋时尚氨基酸炫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陌恋时尚氨基酸炫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7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玉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萁美郦丝瓷肌青春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70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奈薇尔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清莹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7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焕颜靓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ELODIE&JO多元修护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683
梵可（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东方琉璃睛采莹润套-睛采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01
广州生命之花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Serrmii小芈氨基酸控油平衡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05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麗雪顔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23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25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OUXM 欧秀嫚懒人气垫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XM 欧秀嫚懒人气垫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XM 欧秀嫚懒人气垫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BASHA玛芭莎玻色因肌源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32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BP美颜修护冻干粉套盒 美颜冻干粉+
美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33 广东领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美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3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清盈舒调护理套——赋源舒调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家美胶原燕窝娇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胶原燕窝娇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胶原燕窝娇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爱内雕娇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8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寡肽娇嫩冻干粉+薇爱内雕娇
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69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博士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74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博士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75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博士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76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柔野生姜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579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希臻爱晶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48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极光肌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49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臻爱赋能霜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50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炫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51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妍希臻爱赋能凝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52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清盈舒调护理套——轻舒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1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净痘清肌护理套——祛痘益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净痘清肌护理套——清肌修护
益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灸煌腿部舒缓养护套盒-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4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妍冰膜虾青素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5
广州珍益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泰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康泰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8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御颜净芙童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6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南极人补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补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补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7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颜净芙童颜嫩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8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BT轻奢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56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泪光卧蚕笔 S01灿
若星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6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冻干粉+肌底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冻干粉+肌底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众享美肌底冻干粉+肌底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保鲜季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URU沣蕴奢养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81
广州丽泽堂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JDJX美肌修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82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色能量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87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MIJI蜜际富勒烯多肽全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88 广州蜜际贸易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晶透亮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晶透亮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晶透亮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杜芙特痘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臻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紧致焕肤致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599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SK多肽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SK多肽抗衰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0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SMILE薇思麦尔荆芥白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荆芥白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荆芥白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白芨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白芨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白芨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2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绿豆牛油果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绿豆牛油果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VISMILE薇思麦尔绿豆牛油果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2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茵恋玉颜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茵恋玉颜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茵恋玉颜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肌草美肌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47
娇颜本草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OUFEQAN欧妃泉淡彩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81 广州裕肤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91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修复冻干粉+活性肽
修复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9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修复冻干粉+活性肽
修复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9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深俄式塑型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098
广州浅深绘意美甲用品有限
公司

ARTDECO PT012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0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Macy's PP005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03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NOCIBE G2216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07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EYETAC依耶塔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18 广州佩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 PNC非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19 广州佩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臻养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2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臻润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2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翠润色丝滑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31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牛初乳鲜雪肌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牛初乳鲜雪肌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牛初乳鲜雪肌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愈创木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愈创木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愈创木安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果酸肌肽赋颜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果酸肌肽赋颜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果酸肌肽赋颜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奈薇尔草本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抗皱滋润睛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净颜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UMAUREEN海洋绿藻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修护明眸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水嫩婴儿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玫瑰衡肤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媄綄媄妙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
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
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媄綄媄妙乳酸菌+烟酰胺基底修护保湿
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phyigy水漾舒缓维C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水漾舒缓维C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水漾舒缓维C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七子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七子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七子草本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7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漾TAEAN自然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183 广州她漾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AISCARL劲能酷型喷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14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日清日养女王面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15
广州封神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叶绿草本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一叶绿草本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一叶绿草本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1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V微L拉紧提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45
广州市伊佳乐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XHSC 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 通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玫牛奶蜂蜜面蜡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68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控油清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74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艾叶檀香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7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艾云集艾叶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296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02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幽美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38 广州淼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羞瑟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47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皇后美肌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矿婷晶体六胜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3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MCEE莹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年瑶温和滋润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温和滋润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温和滋润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0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清润身体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清润身体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清润身体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2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千年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3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枢经堂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4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枢经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5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4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8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1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1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2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2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女王透明果冻变色口红03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2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3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3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草本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3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芯源丰盈蓬松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59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解谜小毛头眼线液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61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解谜小毛头眼线液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6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枢经堂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65 广州紫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肌肤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88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VISWEET氨基酸海盐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494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彩玫氨基酸净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05 广州喜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媄姿润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媄姿润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媄姿润美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0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汐 魔力塑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14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尚旬眼部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1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淼倩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2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淼倩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2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淼倩滋润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22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圣肌之美新养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28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珂蜜语补水焕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30
广州市梵珂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樺蕊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38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柬秀富勒烯清透精华水(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43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明堂青蒿素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44 广州千方红贸易有限公司
溢美萱艾草植萃清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美萱艾草植萃清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美萱艾草植萃清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45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轻奢净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52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肌妍希臻爱赋能乳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55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氨基酸控油平衡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58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韩姿海洋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79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芭莎彩池光影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8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DA  原生肌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93 广州陛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BT轻奢靓肌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595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YISU逸素致炫皇冠眼线液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00 广州东语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三重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90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BT轻奢植萃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92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欧丝倩营养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96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丝倩盈润焕发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97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丝倩营养倍护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698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弼馨蕴养舒畅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蕴养舒畅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蕴养舒畅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弼馨蕴养舒畅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野兽青年香氛氨基酸沐浴露（烟火乌龙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4 广州麓山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野兽青年香氛氨基酸沐浴露（橙花乌龙
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5 广州麓山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素创赋活雨淋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7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莎美尔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创舒密集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多维等渗正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小分子胶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3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植萃舒畅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743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山羊奶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山羊奶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山羊奶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弹力蛋白寡肽胎盘素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斑美夫人Banmei Lady草本嫩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55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茵恋玉颜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茵恋玉颜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茵恋玉颜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5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R05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69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R06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70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C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71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C04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72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F02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73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G02 粤G妆网备字2020256874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玻尿酸弹润柔滑保
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00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缇朵玫瑰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04 广州市嘉睿杰科技有限公司
ZERBO深海鱼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38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光感无痕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墨家光感无痕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墨家光感无痕修颜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芦荟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芦荟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乐故扎丽芦荟菁华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维肩颈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姿瑾烟酰胺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姿瑾烟酰胺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姿瑾烟酰胺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arous紧致夜间赋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紧致夜间赋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紧致夜间赋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4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谷枸杞山茶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宣谷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5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芙青春明眸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6978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R 谷肽甘肽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20
广东鑫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纤连蛋白焕颜冻干粉套装：根源
堂纤连蛋白焕颜冻干粉+根源堂纤连蛋
白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2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御岁 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 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 雨雾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AUMAUREEN活泉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圣奈薇尔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阿宝莲海洋红藻修护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47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R 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49
广东鑫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茉积雪草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50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积雪草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51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积雪草植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52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茶色丝绒魅色口红-正红999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62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色丝绒魅色唇釉-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63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舒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7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舒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7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羽莎舒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072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玻尿酸细致水润修
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274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劲透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净爽磨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净爽磨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男士净爽磨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1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妆萃神采美目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21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高贵黑1#)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37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抹茶绿3#)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38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骆驼奶小分子亮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骆驼奶小分子亮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骆驼奶小分子亮润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富勒烯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富勒烯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富勒烯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蜂窝活效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蜂窝活效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蜂窝活效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水杨酸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水杨酸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水杨酸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4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子午百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微娜小分子玻尿酸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小分子玻尿酸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小分子玻尿酸补水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烟酰胺亮颜美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烟酰胺亮颜美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烟酰胺亮颜美肌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积雪草臻萃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积雪草臻萃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积雪草臻萃修护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69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7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7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姜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7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A幂拉柔雾丝绒持色唇釉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79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汐 净颜无泪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386
广州市天季美生物医药研究
院有限公司

伊美仕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06
广州市华天美业日用化妆品
有限公司

通洛堂姜蜂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通洛堂姜蜂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通洛堂姜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通洛堂姜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玻尿酸水盈柔润爽
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6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玻尿酸润泽水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7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芦荟清净控油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8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ZHUANGLAIYA妆莱雅玻尿酸盈润嫩滑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19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莱雅玫瑰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20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里娃娃婴儿天然橄榄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33 广州传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叶琴植萃舒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格美焕肤多效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47
广州花格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哈密芙人菌菇密集能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哈密芙人菌菇密集能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哈密芙人菌菇密集能量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eamarry椰子油&牛奶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80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澳洲坚果油阿甘油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481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浅色鱼子酱初颜润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0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泉类蛇毒肽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17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芝泉类蛇毒肽童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18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anys瓷肌靓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瓷肌靓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瓷肌靓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anys瓷肌靓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2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多肽活性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3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燕裕二裂酵母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31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雅小舍胶原蛋白抗衰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32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百妍黑金奢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39 广州美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NOTE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65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谰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66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ebollin生太油莎草根油小分子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67
广州市生太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妤菲山茶籽多效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78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m’sr氨基酸护发莹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81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善颐堂 香聚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587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美肤清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0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纤夫人修复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2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鲟鱼子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2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阿塔赫兰鲟鱼子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2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嘉信科美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28
广州穗康日用品制造有限公
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3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3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天然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天然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天然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4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phyigy左旋VC润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左旋VC润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左旋VC润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小苏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小苏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hyigy小苏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洛菲尊享精致肌肤组合精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6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丝妍 鱼子酱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1
广州市海丝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造极脐带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4 广州腾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IN LABORATORY Z新肌专研特润保湿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ZKIN LABORATORY Z新肌专研特润保湿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蕊燕麦丝滑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燕麦丝滑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燕麦丝滑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09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红景天侧柏柔亮润丝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红景天侧柏柔亮润丝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红景天侧柏柔亮润丝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透明质酸钠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透明质酸钠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透明质酸钠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11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丝倩垂坠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794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焕采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15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FU秘肤玻尿酸水光紧致眼部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2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语山言润养发丝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37 广州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元堂莹润美肌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元堂莹润美肌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宏元堂莹润美肌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3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VLINGN 备长炭清肌水润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4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翠身体磨砂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53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JDJX塑龄源泉冻干粉+塑龄源泉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75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 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 JD菁盈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4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shanna焕颜肌透面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7 健天然（中国）有限公司
hyshanna焕颜肌透面膜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88 健天然（中国）有限公司

铂莱蕰汀肌能修护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95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珀美 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899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阿宝莲海洋红藻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0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宝莲海洋红藻润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1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宝莲海洋红藻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2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宝莲海洋红藻润弹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3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南极人清养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佰惠富勒烯多肽冻干粉套盒-富勒烯
多肽冻干粉+富勒烯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07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子午百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子午百年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養天成卸小净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養天成卸小净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養天成卸小净氨基酸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3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享月玉峰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玉峰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享月玉峰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灸煌腿部舒缓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46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赋活亮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51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amfs清爽净透卸妆水(亮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97
广州优品无忧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卓秀清颜精萃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7998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石魔颜容颜美水光悦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石魔颜容颜美水光悦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石魔颜容颜美水光悦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龄肌因纯皙焕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5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麦植萃高保湿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86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麦植萃能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87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90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091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美姿修护油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季坊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胶原蛋白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芝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19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苹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苹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苹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0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1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酵母多肽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3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5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积雪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2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丽斯柔草本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31 广州瑞辰商贸有限公司
西名丝护发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79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颐芯源丰盈蓬松香水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8190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伊韵柔 黑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黑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黑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2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0258294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柏诗薰衣草儿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06
广州市爱齿达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ΛNXU兰絮毛孔收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13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MLOV睫毛滋养美眸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LOV睫毛滋养美眸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LOV睫毛滋养美眸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青春赋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青春赋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青春赋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臻颜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臻颜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神嘉美臻颜凝时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3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冻干粉+大家美经典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冻干粉+大家美经典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经典修护冻干粉+大家美经典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颜坊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lle Voci气泡溶液水2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52
广州欧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lle Voci气泡溶液水1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53
广州欧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lle Voci气泡溶液水3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54
广州欧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乾坤养源舒欣温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65 广州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U卡优雅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66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6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8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8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8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8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0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0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0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丝绒雾面
口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尼蓝十里桃花口红礼盒-浮雕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2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宫略净颜润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3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宫略娇颜净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宫略娇颜净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5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宫略清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LORRIE GEL多合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RIE GEL多合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RRIE GEL多合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8398
广州伊顶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VANKOM玻色因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00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家班德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01
广州欣康健康医疗管理有限
公司

挚卿春人参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25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挚卿春人参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26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挚卿春人参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27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挚卿春人参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28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挚卿春深层净透双层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29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曼妍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 孔雀石净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滑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零界密罗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密罗木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密罗木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密罗木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美依臻美塑龄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464
广州广美依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2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3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4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5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6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Canishowe灿豪可卸甲油胶（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27 广州市灿绣豪贸易有限公司

最美芳华老人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37
广州芳华再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酷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2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姿渲国际洋甘菊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5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美媛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7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美媛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8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美堂植萃焕能瑾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美堂植萃焕能瑾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妖美堂植萃焕能瑾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4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S QUEEN圣洁莓胸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61
广州科盛远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Aroma around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66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oma around净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67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oma around滋养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68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oma around净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69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DJX紧颜嫩肤冻干粉+紧颜嫩肤精华水+
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70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ZELLE净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592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芝堂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16 广州妍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蔻依盈卷持久造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17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蔻依盈润魅卷弹力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18 广州优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斐舒活清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4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芙凯恋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49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索SSUSO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SSUSO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索SSUSO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52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夫人草本植物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6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诗 活丽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87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肩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88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89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0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通畅活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1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2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草本养护泥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3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丽诗 舒缓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4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涵妤熙胶原蛋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8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富勒烯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699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胶原蛋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1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玻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2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积雪草水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3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虾青素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4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5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血清蛋白焕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6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血清蛋白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07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黎缤纷头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23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控油润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24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去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25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黎缤纷 滋润营养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26 广州市博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狮玉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29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狮玉咖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30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Uai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32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VISWEET氨基酸海盐滋养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2
广州御肤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IU寡肽冻干粉组合-寡肽冻干粉+烟酰
胺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3 广州鹿葱科技有限公司

JZSEN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4 广州季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CX-F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5 广州臻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朵烟酰胺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8 广州市嘉睿杰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朵洋甘菊清爽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59 广州市嘉睿杰科技有限公司

妗采何首乌滋养洗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68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妗采凤仙首乌青丝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69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珠翠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72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7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7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7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Mask Bach星空曜影雾面哑光口红S666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77
猎投生物科技 (广州) 有限
公司

品媄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媄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媄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8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铂莱蕰汀肌能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86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颜世家玉颜至臻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87
广州林琳小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婧妍阁净透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79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妍阁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OUCM·欧凯曼芦荟补水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2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CM·欧凯曼玫瑰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5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植物蛋白滋养护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植物蛋白滋养护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珀之蓝植物蛋白滋养护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09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玲妃冰雪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1 广州水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珈百勒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珈百勒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珈百勒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2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排浊净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苹果干精粹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1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莎美尔光甘凝脂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6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蔚蓝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27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TY紧致美肤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42 广州天霁美容有限公司
TY玻色因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43 广州天霁美容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山羊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6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山羊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6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格丽美山羊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64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6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少女淡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少女淡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少女淡粉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珠光米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珠光米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boby多功能柔彩卧蚕笔（珠光米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芙莎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lo卡玫罗小金条三角眉笔05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2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小金条三角眉笔04茶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3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小金条三角眉笔03栗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4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小金条三角眉笔02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5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Kemelo卡玫罗小金条三角眉笔01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8896
广州卡玫罗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汉亿老姜王3合1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老姜王3合1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老姜王3合1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0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韵柔 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 伊人风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1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涅肤熊果苷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06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润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润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润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焕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焕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焕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靓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靓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靓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皙颜面膜粉+普罗娅苏植
萃修护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皙颜面膜粉+普罗娅苏植
萃修护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皙颜面膜粉+普罗娅苏植
萃修护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净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净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净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1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清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清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草本清颜面膜粉+普罗娅苏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芦荟清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芦荟清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芦荟清洁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2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清源蛋白肽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32 广州真御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R 毛孔净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42
广东鑫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凝时驻颜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44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秘龄睡眠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46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R奢宠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47
广东鑫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头怡道草本水润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51
广州美奇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珏之谜清透水光隔离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6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泊施男士定型喷雾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66 广州思卡乐贸易有限公司
法姿玛奢养美肌粉底液（Q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71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韵窈尊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玛奢养美肌粉底液（Q02暖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84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血清蛋白鲜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91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白松露肌底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92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白松露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293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映日荷花出水玻尿酸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映日荷花出水玻尿酸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映日荷花出水玻尿酸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嫚胶原肌肽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嫚胶原肌肽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姿嫚胶原肌肽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漂亮舒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18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法姿玛奢养美肌粉底液（Q03黄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22 广州欧曼雅商贸有限公司
嘉兰丹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24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美碧滋魅惑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46 广州兄弟仨贸易有限公司

金芝堂小分子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4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水玲妃冰雪燕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54 广州水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SANLOVE奢赏之恋水蜜桃氨基酸洁面
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6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SERSANLOVE奢赏之恋草莓氨基酸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6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SERSANLOVE奢赏之恋玫瑰氨基酸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69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SERSANLOVE奢赏之恋蓝莓氨基酸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7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SERSANLOVE奢赏之恋葡萄氨基酸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59371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8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花青素冻干
粉+花青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88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89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90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91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洋甘菊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92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焕颜靓肤修护套-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493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菡卡多效晚晚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28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菡卡多效早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29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蓓植诗光感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光感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光感透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LCN anti ag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anti ag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anti ag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anti age hand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4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LCN han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6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弘膜坊草本靓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72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舒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花好月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花好月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花好月圆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疏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疏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疏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舒养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舒养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舒养御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5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5茶花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07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肌源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09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可莱丝彩虹春雨蜜罐果冻口红芭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TFZ轻盈透感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轻盈透感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轻盈透感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仙人掌清透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仙人掌清透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仙人掌清透无暇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色丝绒魅色口红-胡萝卜色196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3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莱丝彩虹春雨蜜罐果冻口红烈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14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2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水气泡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2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2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海藻果冻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2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水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2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GENTLE MONSTER芦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MONSTER芦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GENTLE MONSTER芦荟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多肽粉嫩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多肽粉嫩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多肽粉嫩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39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歌动感一族塑型奇趣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68 广州兰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俏颜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70 广州美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苗灸煌身体舒缓养护套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71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汀MOTING冻龄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冻龄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汀MOTING冻龄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7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炫以姿奢养密润补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奢养密润补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奢养密润补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洋甘菊舒缓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洋甘菊舒缓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洋甘菊舒缓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紧致焕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紧致焕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紧致焕颜面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紫花地丁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14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凰酵素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21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提亮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26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净肤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27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舒缓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28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紧致毛
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30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修护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31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养肤人参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养肤人参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养肤人参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逆龄胶原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逆龄胶原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逆龄胶原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赋活靓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斐凡立善志清灵套装-清质丽颜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4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凡立善志清灵套装-肌底赋活修护精
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45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 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0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奈美蜜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2
舒奈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臻林椰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4 广州林椰贸易有限公司
FGV绿豆美颜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5 广州宝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臻致皙嫩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6
广州市军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冻干粉+
羊胎素修护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冻干粉+
羊胎素修护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羊胎素修护紧致冻干粉+
羊胎素修护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5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NOKO多肽肌底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胶原紧致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胶原紧致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胶原紧致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胶原紧致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修护因子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修护因子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修护因子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多肽修护因子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肌底修护调和液+YENOKO肌底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肌底修护调和液+YENOKO肌底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肌底修护调和液+YENOKO肌底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肌底修护调和液+YENOKO肌底修
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光皙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光皙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光皙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ENOKO水光皙颜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颈部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彩玫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7 广州喜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Ka.i脐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68 广州雄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澹漾灵芝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澹漾灵芝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澹漾灵芝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澹漾灵芝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柒雀玻尿酸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3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MELLOW COLOR密集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6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lma密集修护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8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舒缓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7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瓷肌晶透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多维蛋白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多维蛋白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多维蛋白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丝倩丝感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03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龙脑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10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葡萄籽锁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1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资香女神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1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鑫瑞植蔻清韵宁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1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密罗木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1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RODUCE1690水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26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飘旋男士轻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31
广州市善雨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蒙芭拉 宛若无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3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宛若无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3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蒙芭拉 宛若无妆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3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 SHIN水漾鱼子酱精华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36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1）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1）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奕香经典名香香水（NO.021）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43 广州卓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生元蜜肌修护套盒蜜肌净透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65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茉俏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2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花蕊呵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HA蚕丝烟酰胺紧嫩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蚕丝烟酰胺紧嫩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蚕丝烟酰胺紧嫩撕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 青春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青春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青春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D01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91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D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95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G03 粤G妆网备字2020259899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r.Pn生物肽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n生物肽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n生物肽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n生物肽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0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D02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1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G04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2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鑫瑞植蔻清韵宁悦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09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宝莲海洋鱼子精华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10
广东世纪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秘密虾青素弹弹爆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虾青素弹弹爆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虾青素弹弹爆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WEISA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SA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SA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R 鱼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3
广东鑫美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蒂娇仕玻尿酸溶酶液+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玻尿酸溶酶液+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玻尿酸溶酶液+多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雾吻之谜口红#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29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雾吻之谜口红#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31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LAI颜来雾吻之谜口红#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35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丝倩去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36 广州市劲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 SIMEY黑松露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39 广州极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MULIER爱慕莉尔水蛭素凝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40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4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4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蕊丽美虾青素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47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丝康滋养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48 广州领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廖生堂多效修护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59
广州市深巴拉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御佰堂美臀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65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千绯白玫瑰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67
广州奥黛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暖能量疏导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68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暨美美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73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佰堂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81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御佰堂草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82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澜语靓颜因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8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佰堂草本御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89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洛华侬香水魅惑柔情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9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碧滋魅惑香氛柔情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93 广州兄弟仨贸易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按摩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9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按摩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9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滋养按摩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59997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佰堂清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2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御佰堂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3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御佰堂肩颈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4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金合欢亮泽肌底律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金合欢亮泽肌底律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金合欢亮泽肌底律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佰堂草本胸部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7 广州市蝶雅贸易有限公司

骄阳兰多SUNLOADING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0009
重庆新骄阳健康产业股份有
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芝生元蜜肌修护套盒蜜肌舒润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24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慕贞容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29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膜粉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32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姬秀植萃套--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48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胭语清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61
广州源生堂生命科学有限公
司

钟意妮多效舒缓修复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68
广州美至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粒里水感幻彩高光粉饼-M02香槟金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5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丝滑无瑕三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6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孜承 植萃舒缓赋活套 舒缓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7 广州孜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妙肌颜薇颜抗衰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82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醉媄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双重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暨美靓颜冻干粉+靓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197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UYamn好漾氨基酸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01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毛孔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毛孔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毛孔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牛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牛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飘牛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6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颜美姿素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71
广州市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密码二裂酵母精粹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7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密码二裂酵母精粹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7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密码二裂酵母精粹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74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彬颜堂颐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78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醉媄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9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9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29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姿源肩颈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源肩颈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姿源肩颈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0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蔚莱诗冰淇淋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07 广州创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Y多肽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09 广州天霁美容有限公司

彬颜堂颐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10
广州诗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诗润柔顺保湿留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1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诗润柔顺保湿留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1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水诗润柔顺保湿留香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14
广州市景红达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芯诗妍植萃男士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17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5#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22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雅儿日用净透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26
广州雅您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莎柔雾哑光唇膏02#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27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30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妙肌颜薇颜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54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米熙芍药莹润柔嫩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芍药莹润柔嫩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芍药莹润柔嫩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0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ma around眼部修护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VLINGN 玻尿酸冰晶补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4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木子山羊奶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5 广州一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水漾植萃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水漾植萃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水漾植萃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6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因丽尔人参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73
广州健道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乾坤养源 草本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74 广州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乾坤养源 畅爽动力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76 广州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涅肤凝时青春美发棒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80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龙胆草鲜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397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BALYNA烈焰蓝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烈焰蓝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烈焰蓝金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香妃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慕香妃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慕香妃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1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2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22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ALGO魅丽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23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彩色梦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30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向左甄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3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优评冰之恋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2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贵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3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烟酰胺水光肌优化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4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评花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46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慕萱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胶原蛋白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6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6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狮玉二裂酵母润养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6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权博士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63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华侬香水魅惑柔情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65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妃御圣汤植物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499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优评烟酰胺优化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39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净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4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41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5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乾坤养源 修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55 广州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LLING BEAUTY色彩流淌艺术彩妆眼影
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68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O SESTERS精华原液组合玻尿酸补水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O SESTERS精华原液组合玻尿酸补水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O SESTERS精华原液组合玻尿酸补水
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沁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79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透明质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科颜多肽修护蚕丝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586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禾曼秀靓颜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07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臻颜紧致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8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臻颜紧致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8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曼秀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84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丽美净颜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85
广州市保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曼秀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686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语山言姜养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05 广州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初焕颜轻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07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玻色因臻养美容套-玻色因臻养
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08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唐蒂雅妮沙棘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18靓颜透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5 广州市黛妆商贸有限公司
爱慕萱 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清透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媚眼植因眼部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虾青素紧致原液+虾青素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42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UMAUREEN 精粹雪颜密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ZHILAIYA芝莱雅净透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64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GOVMS蚕丝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6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MS蚕丝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6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MS蚕丝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6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MS蚕丝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66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K308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7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复臻颜蛋白酶脐带多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蛋白酶脐带多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蛋白酶脐带多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77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boratorian微循焕新肌套盒赋能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16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儿SOD蛇油营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19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SOD蛇油营养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19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3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薇康 植物萃取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2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善颐堂 香聚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3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4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4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oratorian微循焕新肌套盒赋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42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MHOUSE墨墨家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MHOUSE墨墨家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MHOUSE墨墨家多效柔亮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5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6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紧致弹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6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曼秀靓颜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76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杜鹃花清痘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7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奢宠时光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奢宠时光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奢宠时光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左旋VC亮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89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曼年华 鱼子酱精华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0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奈薇尔雪颜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0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挚卿春洋甘菊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33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语珍珠乐享神经酰胺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4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神经酰胺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4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神经酰胺补水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47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icaoxiangyi萃草相宜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57
翡琳（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辛季元维生素E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58 广州筱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玻色因氨基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玻色因氨基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玻色因氨基酸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3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8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草木方轻盈菁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萃草木方轻盈菁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萃草木方轻盈菁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9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ONTAINSWHEIT控油祛痘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099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普贝臻养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贝臻养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贝臻养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0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碧滋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14 广州兄弟仨贸易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容光丝柔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1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曼秀净肤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28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3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爱好拍档睫毛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37 广州拍档贸易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灯塔水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6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脉秀丽草本精华套装-卡脉草本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93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涵妤熙灯塔水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094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柔嫩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01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烟酰胺焕肤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烟酰胺焕肤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烟酰胺焕肤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06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澜妮马油润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44 广州汉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爱内雕多肽修护冻干粉+薇爱内雕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49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渲国际富勒烯紧致童颜套-舒缓修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50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IMEEIYA复合多肽溶媒液+胶原蛋白球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67
广州医美雅健康管理科技有
限公司

碧素婷雪肌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雪肌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雪肌草本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沁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70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8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8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8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其拉MKELA聚谷氨酸钠凝肌透次抛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84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乳糖酸清肌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乳糖酸清肌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乳糖酸清肌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甘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甘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丝芭莉甘草精华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叶黄素淡纹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叶黄素淡纹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语珍珠乐享叶黄素淡纹焕颜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198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Alge Roja Australiana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Alge Roja Australiana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Alge Roja Australiana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03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卢曼博士净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38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澜妮草本修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39 广州汉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5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小分子玻尿酸水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6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 garden柔雾丝滑空气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73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寡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寡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寡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7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丽诗 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80
广州市汉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慕贞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92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Aojilan奥姬兰玻尿酸水光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296 广州奥姬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04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遮瑕持妆粉底液（亮
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19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精粹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2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语山言润养发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36 广州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白修护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42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 garden柔雾丝滑空气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44 广州肤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麒麟竭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麒麟竭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麒麟竭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六胜肽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六胜肽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六胜肽抗皱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净透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净透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净透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8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8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秀舒缓养护套-舒缓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78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幽美氨基酸核桃颗粒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0 广州淼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集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2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素婷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13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保湿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保湿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清透滋润保湿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舒缓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34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润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37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40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塑颜美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77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芮宝Ruibao丰唇诱惑幻色口红（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88 广州吉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D安柔净透盈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90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芮宝Ruibao丰唇诱惑幻色口红（橙）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92 广州吉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脉秀丽草本精华套装-舒缓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1497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莉歌顿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04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莉歌顿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04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莉歌顿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04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绒哑光滋润口红（#101西柚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绒哑光滋润口红（#101西柚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丝绒哑光滋润口红（#101西柚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纤露妮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16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4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4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4豆沙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2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葡多酚臻颜紧致童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2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棕调
正红B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37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复古
红B02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4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保加利亚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46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玫瑰
豆沙B06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4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花瓣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5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水蔻妍悦活青春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62 广州海泽传媒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瓷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64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6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6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6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砾积雪草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71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GD安柔多肽童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0 广州宗翰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罗麒肩颈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1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积雪草二裂酵母爆水修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2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89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肩颈肌肤保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9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15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芝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18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FAIR芮菲亮采净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23 广州芮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曼宣虾青素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39 广州市诺曼宣商务有限公司
芝美诗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美诗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美诗靓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芝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美芝蓝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6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调肤世家祛痘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47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悦享纳米金水漾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52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蜂蜜
杏桃B05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5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妆烈艳蓝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烈艳蓝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烈艳蓝金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秀清颜蓝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69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卓秀清颜玻尿酸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70
广州卓秀清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FOCALLURE HYDRATE UP ALOE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8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BRIGHTEN UP VITA C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9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MOISTURE UP HONEY FAC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026169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珍珠靓颜多效美肤套装-珍珠
靓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13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遮瑕持妆粉底液（象
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23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 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31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舒幽美氨基酸何首乌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33 广州淼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芭莎光感莹润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40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清透无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清透无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清透无暇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石本清多效修护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50
广州市广秀顺安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5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香女神草本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80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也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也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水光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8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MAFFICK栗子系列哑光丝绒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9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799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圣肌之美新颜水分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01
广州圣怡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尔娜黄金贵妇蛇毒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08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碧滋魅惑香氛调理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09 广州兄弟仨贸易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植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0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艾 艾草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1
广州市超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润雅O'URUNYA塑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2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
精粹修护冻干粉+修护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
精粹修护冻干粉+修护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
精粹修护冻干粉+修护活性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兔白铺子寡肽特护冻干粉套-寡肽特护
冻干粉+玻尿酸特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兔白铺子寡肽特护冻干粉套-寡肽特护
冻干粉+玻尿酸特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兔白铺子寡肽特护冻干粉套-寡肽特护
冻干粉+玻尿酸特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19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GDSC植物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20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草味拾光牛奶泡泡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21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DSC植物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22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润雅O'URUNYA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38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46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赋颜弹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50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莱玫植物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66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73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膜粉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86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亲恩孕产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87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多肽莹透水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多肽莹透水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多肽莹透水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9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膜粉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61899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芝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4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时玖号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191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麒肩颈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21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oratorian循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49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醉媄净肤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净肤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童颜醉媄净肤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5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天竺葵清畅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天竺葵清畅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天竺葵清畅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38℃VEELa玫瑰蚕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2 广州嘉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枫堂柔顺修护毛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木枫堂柔顺修护毛糙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65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茜如娇日本双分子透明质酸钠次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日本双分子透明质酸钠次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日本双分子透明质酸钠次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
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
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
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7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免洗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0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媛清 臻致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04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伊妍烟酰胺美颜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22 广州昕媄贸易有限公司

TVS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2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VS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2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VS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2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如娇尤加利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尤加利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尤加利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葡萄籽眼部淡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葡萄籽眼部淡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葡萄籽眼部淡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3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洋甘菊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洋甘菊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洋甘菊面部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茶树调理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茶树调理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茶树调理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38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梦际卢曼博士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46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水漾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72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Neverland嫩肤保湿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everland嫩肤保湿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Neverland嫩肤保湿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熏衣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83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植萃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86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蓓植诗水凝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水凝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水凝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1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舒缓保湿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挚卿春洋甘菊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39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慕贞容肌底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42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K602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6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K6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64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6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2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6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3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71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姿渲国际美肌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72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4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7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粉刷匠冬日露营
地系列 DG705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7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一枝春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男士劲透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2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佳漾水嫩香水护手霜(妩媚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水嫩香水护手霜(妩媚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水嫩香水护手霜(妩媚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美肤香水护手霜(浪漫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丝滑香水护手霜(润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丝滑香水护手霜(润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丝滑香水护手霜(润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亲润香水护手霜(优雅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亲润香水护手霜(优雅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亲润香水护手霜(优雅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嫩肤香水护手霜(诱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嫩肤香水护手霜(诱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嫩肤香水护手霜(诱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清新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清新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清新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1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抗皱安
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1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肌调   蜗牛水感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调   蜗牛水感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调   蜗牛水感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4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际卢曼博士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51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暖能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63 广州纤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79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奢养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奢养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五月香草精粹奢养护
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铂莱蕰汀肌能修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84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9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胶原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395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玲妃冰雪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00 广州水玲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03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MNADUO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0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3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3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3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芸初毛孔清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40 广州芸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4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4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蓓植诗玻尿酸多效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4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MUCHCARE氨基酸奶油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60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辰熙水漾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6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DELBERG焕彩赋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68 广州泉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7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7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7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kinov8净爽留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8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肌肽焕靓原液+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92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角鲨烷补水原液+肌源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498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H-II净屑舒爽氨基酸洗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05 广州亿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诺蒙氨基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13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莱锡马油滋养保湿护手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1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滋养保湿护手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1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滋养保湿护手霜（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16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妆美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美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娅妆美润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2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妍二裂酵母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二裂酵母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二裂酵母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VACTSM舒安活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40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诗淳致玻尿酸胶原多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42
广州市名媛美汇化妆品有限
公司

自然妍水杨酸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水杨酸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水杨酸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肌密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53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珞梵臻彩星迷四色眼影03烟紫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58
广州集美家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慧发现肌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78
广州慧发现智能科技有限公
司

欧润雅O'URUNYA塑颜美肤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579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KOOGIS去角质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09
广州可其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陆珍宝人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生姜控油去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生姜控油去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名典·欧芭MDIAOBO马油生姜控油去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19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姿渲国际富勒烯紧致童颜套-富勒烯青
春定格冻干粉+富勒烯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23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ME肌因修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28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没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6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70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77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木枫堂草本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78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木枫堂草本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78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HI-POSE暮色星空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暮色星空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暮色星空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26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果香丝滑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5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妍羊胎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羊胎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羊胎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7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淑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93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头皮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797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典雅女神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0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3深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3深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3深莓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珑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4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美梵娜 倍润保湿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倍润保湿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倍润保湿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0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颜植美焕肤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19 广州锦尚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盛诗娅净颜修复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4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乐力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48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薇塑蓶美赋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58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彩之神防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2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索妮欧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凡士林绵羊油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4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曼莎温舒养润套-草本植物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6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紫苏净透竹炭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8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乐力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69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LYNA热恋甜心四色眼影盘31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热恋甜心四色眼影盘31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热恋甜心四色眼影盘31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青蒿养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青蒿养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寓言森林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79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能量膏Ⅰ 粤G妆网备字2020262883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能量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62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馨色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馨色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馨色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6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闲人植物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71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瑜自然流畅拉线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7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靓腹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靓腹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靓腹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思卡淘米水柔顺修复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2999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瑜自然流畅拉线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01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熙颜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0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熙颜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0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熙颜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03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后尚二裂酵母多肽类蛇毒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13
后华泫（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尚秀清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1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1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1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涂舒馆暖小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涂舒馆暖小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涂舒馆暖小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DAIYAZI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DAIYAZI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DAIYAZI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2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  青瓜植萃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2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妆萃臻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6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馥荌祛痘冻干粉+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7 广州珺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3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调肤世家活颜眼部修护套活肤焕颜密集
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40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45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茜岛之光玻尿酸保湿抗皱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47 广州煜岛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活颜眼部修护套活肤紧致塑颜
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54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58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63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莉歌顿清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65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莉歌顿清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65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莉歌顿清爽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65 广州珂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焕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67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调肤世家青春定格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71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安熙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瓷肌美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76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红人世佳保湿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人世佳保湿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人世佳保湿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元禾龙血人参弹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龙血人参弹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龙血人参弹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8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植美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098 广州锦尚天成贸易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悦宝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08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闲人小黄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26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h以拉焕颜多肽靓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4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春施至臻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50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活颜眼部修护套活肤润透靓颜
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54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调肤世家植萃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55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谧轻颜婴儿肌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56 广州靖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YGIRIM 光感精华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6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臻妙颜燕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妙颜燕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妙颜燕窝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93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ΛYGIRIM 塑形双色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9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96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肌蒂润颜奢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198
美肌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恋诗蔻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2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妮彩之神水漾修护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26
广州市妮彩之神贸易有限公
司

美梵娜 焕亮水凝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焕亮水凝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焕亮水凝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2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ZEESEAサワヤカシルキーパウダー00#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3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サワヤカシルキーパウダー10#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3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サワヤカシルキーパウダー20#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3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小球藻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小球藻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小球藻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善颐堂 香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63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SE羞瑟胡椒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67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茜如娇密罗木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8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密罗木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8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密罗木锁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28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lah以拉滋润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02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纳米金赋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0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玻尿酸溶媒液＋美肌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1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肤老姜王强韧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老姜王强韧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老姜王强韧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女人香去屑清爽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2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3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3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SERICS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3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感颈部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3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NADUO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5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至臻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60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曼莎温舒养润套-草本润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378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肌语玻色因二裂酵母冻干粉组合-玻
色因二裂酵母冻干粉+玻色因二裂酵母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22 广州市矩阵数据有限公司

红茉积雪草植萃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24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奢宠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奢宠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奢宠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2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舒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3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落雁芳洲糖蛋白寡肽修护冻干粉+糖蛋
白十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69 广州市九古贸易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清舒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71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曼莎温舒养润套-草本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72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美肤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48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嫩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0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嫩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0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嫩滑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0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2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2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2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纳米金养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28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ZEALGO粉嫩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29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三部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三部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三部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0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胶囊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1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纳米金赋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4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秀妍雅多肽水光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3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湿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4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湿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4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湿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4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玉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玉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臻颜玉肌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5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紫辰熙臻颜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5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ALGO寡肽娇嫩冻干粉+ZEALGO娇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78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79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r bee哑雾唇颊两用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82 广州佐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酸奶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586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中世和鸸鹋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06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美之莉芙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12
美之莉芙（广州）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樱花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1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亦清润平衡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38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感颈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4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聂美人白芨美臻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45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津浦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5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雀妃积雪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雀妃积雪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雀妃积雪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6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艾白芨青春美颜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73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色丽人樱花水润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7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陆珍宝亮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亮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亮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8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艾白芨青春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82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FOUNDATION 
F03-#6

粤G妆网备字202026368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LLAGEN CRYSTAL HYDRA-
GEL EYE MASK FA-SC01#2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1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LLAGEN CRYSTAL 24K 
GOLD PURE LUXURY EYE MASK FA-
SC01#1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1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COLLAGEN CRYSTAL 
MOISTURIZING LIP MASK FA-SC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1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凡士林洋甘菊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1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日月星辰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22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诗娅活力莹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37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珈洛驻颜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57 广州柏丽姿贸易有限公司
集花源发逸植物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58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易秀草本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7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尊尚绣眉部修饰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76
广东尊尚绣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KAMANYAN卡曼妍臻肌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MANYAN卡曼妍臻肌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MANYAN卡曼妍臻肌紧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萱多肽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萱多肽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溢萱多肽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调  蜗牛水肌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调  蜗牛水肌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调  蜗牛水肌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蜗牛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EVCZY植萃小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EVCZY植萃小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EVCZY植萃小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奥秘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虾青素娇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妆净娴蓝铜多效冻干球+蓝铜多效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蓝铜多效冻干球+蓝铜多效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蓝铜多效冻干球+蓝铜多效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79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美肤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00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美肤轻盈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02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美集黄金蜗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30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纯平衡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31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权博士活性肽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33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感颈部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4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媞纳斯纳米金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3842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YHB羊胎素金致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B羊胎素金致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B羊胎素金致修护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2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缘冰点β-葡聚糖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β-葡聚糖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β-葡聚糖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4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汝形烟酰胺滋润亮泽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烟酰胺滋润亮泽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汝形烟酰胺滋润亮泽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0
广州市思蜜达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修护眼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琉璃高光腮红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5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M水润明眸走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396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博士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13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YUNDI艾云迪玻尿酸水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17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修护抚纹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修护抚纹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修护抚纹眼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jichuyu透明质酸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20 广州美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FeiMan拉妃嫚柔情雾感轻薄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2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FeiMan拉妃嫚柔情雾感轻薄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2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FeiMan拉妃嫚柔情雾感轻薄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2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芭莎光感莹润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27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楉妍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34 广州鼎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瑞优品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43 广州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瑞优品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44 广州裔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妍寡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寡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寡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JLV.JUST LOVE YOUR VISAGE奇幻梦境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JLV.JUST LOVE YOUR VISAGE奇幻梦境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JLV.JUST LOVE YOUR VISAGE奇幻梦境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博士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5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奢华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蕊丽美青春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62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津浦净痘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7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7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聂美人白芨美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79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ARA焕龄肩颈套-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090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DR.SARA焕龄腿部套-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5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RA焕龄腰臀套-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69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佰珍堂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RA焕龄腹部套-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3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佰珍堂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老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RA焕龄背部套-肌体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91 广州中利嘉业商贸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舒韵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195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蕊丽美青春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00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YOMIE紧致修颜面膜Ⅱ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01
广州塑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曼莎滋养嫩润套-草本三七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11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菡妙雪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1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1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1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美初红粉佳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19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夫人风姿卓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2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夫人玲珑有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22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丹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29 广州市白云区雅曼化妆品厂
FiGi菲即冰肌净透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38 聚优品(广州)商贸有限公司

蕊丽美青春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58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馥之零金盏花多效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6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金盏花多效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6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馥之零金盏花多效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65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MAFFICK迷幻自然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7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六肽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72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贝诗佳野果蔬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74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杜一生女神魅力唇膏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女神魅力唇膏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杜一生女神魅力唇膏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64299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恩彦超茶树精油祛痘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08
莱恩彦超（广东）科技有限
公司

汤液坊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伸筋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KOXRTOG蔻修堂清颜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XRTOG蔻修堂清颜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XRTOG蔻修堂清颜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2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植萃套---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6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脉秀丽草本精华套装-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19
广州市韩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斯莉  悦享青春焕活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0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曼莎滋养嫩润套-草本保湿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1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曼莎滋养嫩润套-草本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2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邹氏七彩活力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3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氏七彩清畅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4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氏今舒通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5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净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2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利丝金缕梅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0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利丝纤连蛋白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1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利丝珍珠酵母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2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集千姿极光提亮修护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极光提亮修护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极光提亮修护熬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4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碧泉NMN烟酰胺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43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IDSEN慕笛莎富勒烯燕窝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53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枫堂丝滑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5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木枫堂丝滑去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5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雅洱美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55
广州雅洱美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源帝道藏红花护理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6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藏红花护理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6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藏红花护理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6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易秀草本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7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韵馨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韵馨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韵馨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9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丝拉蛋白修护补水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394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源古道植萃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Yer. cosmetics九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53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玉曼肤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修护
冻干粉+蓝铜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1 广州曼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曼肤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4 广州曼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曼肤雪肤焕颜套-雪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5 广州曼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钒 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玖胶原蛋白水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78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曼肤雪肤焕颜套-雪肤焕颜冻干粉+雪
肤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84 广州曼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丝拉滋养柔顺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599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去屑止痒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02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10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本素雅净颜臻萃睡眠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18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肌草野山菊舒缓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肌草野山菊舒缓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肌草野山菊舒缓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洁贝格小分子活性肽亮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53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洁贝格小分子活性肽亮肤补水冻干粉
+小分子活性肽亮肤补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54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瑞尔小分子活性肽嫩肤提升冻干粉+
小分子活性肽嫩肤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58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64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圣瑞尔小分子活性肽嫩肤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76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光玉容青春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87 广州木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UCANBE 五十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64688 广州钢魂贸易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01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03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樺蕊海藻美肤粉+净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04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量矢光年水战衣神经酰胺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41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五肽美肌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42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珍草名方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名方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草名方牛油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倩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倩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倩牛油果植萃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悦思雅黄金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6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69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赋颜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80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焕彩赋活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焕彩赋活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ern bazaar 焕彩赋活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 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 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馨娜 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神经酰胺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6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塑颜美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798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甘草次酸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04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胶原蛋白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0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肌匠葡聚糖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0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肌匠葡聚糖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08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ture and Nurture角鲨烷玻尿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15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新活肌源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16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2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鹊草本清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鹊草本清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鹊草本清足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4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然杜松排浊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6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菲媛氨基酸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48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57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顺养逆龄胶原溶液+逆龄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58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marry摩洛哥马鲁拉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65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摩洛哥马鲁拉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66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乳木果霍霍巴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67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乳木果霍霍巴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68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薰衣草生物素紫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0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薰衣草生物素紫色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4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9070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6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9090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7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SB8692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SB8669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79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SB8678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0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精华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1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MS 彩妆 SB8668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2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兰欣颜檀香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欣颜檀香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欣颜檀香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8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蒂曼香氛黄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03
梵蒂曼（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津浦净痘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07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素雅赋颜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08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21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鎏莎海水仙润彩耀泽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41 广州金碧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龙胆植萃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55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蜜熙颜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5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熙颜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5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熙颜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56
广州诺大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御批赐美泉多肽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57
广州赐美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赋颜弹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4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欧润雅O'URUNYA赋颜弹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5 广州永姿堂护肤品有限公司

翊倾辰积雪草苷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6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ACHON丝润弹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7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生姜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68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2深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2深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镜鸾迷彩丝绒口红W102深红酒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CNRS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7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家美修护冻干粉+大家美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修护冻干粉+大家美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修护冻干粉+大家美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KINISII 双相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 双相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 双相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4998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津浦舒缓润颜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1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ANLAI颜来胡萝卜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20 广州颜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PLM双色甲油胶65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26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尊莹香水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30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奇丝护卷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32 广州唯奇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幺幺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3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幺幺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3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幺幺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34 广州天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48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淑采薇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采薇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R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玻色因紧致冻
干粉+玻色因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62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素雅新活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65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津浦净痘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6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施蒂兰黛冬虫夏草奢华沁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冬虫夏草奢华沁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冬虫夏草奢华沁润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冻干
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73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氏七彩清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86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8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寐佳人多肽修护蛋白粉套胶原蛋白粉
+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96 广州欣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玻尿酸嫩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97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香妃鲜粹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慕香妃鲜粹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慕香妃鲜粹滋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098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0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CUANME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1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媛妆焕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09
广州美媛春媛妆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花津浦净痘液壹号+净痘液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2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丹妤多效修护冻干粉套盒修护溶媒液+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29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菲丽寡肽肌底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正元青小分子虫草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33 广州正元青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38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PLM双色甲油胶56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39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时光向左甄萃百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4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碧素婷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洁颜多效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ZHILAIYA芝莱雅焕颜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49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艾儿橄榄油柔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55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儿橄榄油柔润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55 广州艾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ZHILAIYA芝莱雅清肤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56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量矢光年甜橙柔肤神经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71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鸿灵净屑夫植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8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鸿灵净屑夫植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8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鸿灵净屑夫植物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8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伊玫姿悦颜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8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AUTY CLUSTER 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198 广州源机能贸易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健塑臻润草本养护套-臻润草本养护
液（I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NUS World 焕颜弹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09
广州铂康医疗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

量矢光年甜橙奶盖神经酰胺焕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16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量矢光年月精灵烟酰胺亮肤舒缓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20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XiMaries  希蔓瑞紧颜赋活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25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CTSM净化活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52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根源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60 广州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根源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61 广州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根源草本元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62 广州更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媚儿绵羊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70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悦思雅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7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蓓美净净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77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Maries希蔓瑞黄金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81
广州希蔓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量矢光年水光小仙瓶甜橙柔肤神经酰胺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85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菡卡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297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时间盒annees boite复合肽凝时眼部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01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0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乐花样丝柔蜜粉饼（自然米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10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纤乐花样丝柔蜜粉饼（萌妹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18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25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RMANLISHA 胶原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29
广州鑫仪美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雀妃多肽修护冻干粉+舒缓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雀妃多肽修护冻干粉+舒缓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雀妃多肽修护冻干粉+舒缓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3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许愿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许愿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许愿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40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纤乐花样丝柔蜜粉饼（明亮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46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54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正红
B04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76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璀璨炫彩雾面口红套装橘红
B03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7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倍润修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8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8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四季康妍多肽修护冻干粉+四季康妍多
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89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悦颜滋养呵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39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等美酵素燕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00 广州聚创伊美科技有限公司
秋井美黛私人定制雪颜靓肤套-秋井美
黛复合多肽冻干粉+秋井美黛复合多肽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06
科缦（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井美黛私人定制雪颜靓肤套-水凝肌
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08
科缦（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玫姿悦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1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亦桃麦角硫因虾青素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桃麦角硫因虾青素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亦桃麦角硫因虾青素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1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坤养源 美韵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33 广州九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寐钰润欢颜美容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3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虞美姬月见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4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Dr.JDGT+聚谷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53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然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梦烟酰胺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梦烟酰胺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梦烟酰胺原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井美黛私人定制雪颜靓肤套-美肌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6
科缦（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许美堂三型胶原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77
广州许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铂莱蕰汀肌能眼部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91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4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紫辰熙光感奢润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0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莱雅白松露莹亮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20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 Beatskin舒缓特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舒缓特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Dr Beatskin舒缓特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1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呵护清肌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盒annees boite复合肽凝时眼部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5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SGARDEN艾斯雅顿玫瑰润泽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49 广州市鸣泰实业有限公司
珍美集蜗牛原液补水保湿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55 广州市韩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XICUANME素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65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际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66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CUANME多肽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72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透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透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御庭兰花透润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极美时光草本修护头发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79 广州极美时光科技有限公司
利菲媛玻尿酸保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81 广州柒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悦颜滋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8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CQRZE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许愿池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许愿池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许愿池清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4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s Lilly蜜斯莉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597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薇卡尚炫黑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薇卡尚炫黑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薇卡尚炫黑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0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复臻颜贻贝微球菌溶胞前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1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贻贝微球菌溶胞前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1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贻贝微球菌溶胞前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1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泉修护丰盈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33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CNRS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4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SCSK皙颜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650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SK修护亮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64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卡曲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67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RITERES烟酰胺VC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烟酰胺VC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烟酰胺VC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7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姿芙咖啡因紧致莹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78
广州欣郦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CUANME美颜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79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XICUANME多肽舒缓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3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多肽复活草舒缓亮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集千姿虾青素青春润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优洁米素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优洁米素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优洁米素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578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焕采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1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2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植物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植物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植物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SK神经酰胺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08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SVANCAIR善材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VANCAIR善材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VANCAIR善材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胜肽眼部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胜肽眼部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胜肽眼部紧致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2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鑫瑞植蔻水润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53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瑞植蔻美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56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Ordio定制系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67 广州市为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净肤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人参阿胶草本玉容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人参阿胶草本玉容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人参阿胶草本玉容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丝拉清爽控油净透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5 广州雨晴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恒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9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XNYN欣颖滋养修护水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9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滋养修护水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9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滋养修护水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589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蓬松控油洗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01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1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2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3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4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5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MINI 
FOUNDATION PF F05 #6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1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CONCEALER 
PF-F04 #1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2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CONCEALER 
PF-F04 #2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21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CONCEALER 
PF-F04 #3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2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CONCEALER 
PF-F04 #4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2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CONCEALER 
PF-F04 #5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2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NADUO二裂酵母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B.BCREAM HE9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B.BCREAM HE9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B.BCREAM HE9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SUNSCREEN HE10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SUNSCREEN HE10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HEELEY SUNSCREEN HE10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3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伊兰谷胱甘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594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3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黑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3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34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丽萱活性酶舒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40 梵丽萱（广州）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恒水润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5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5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5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5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纽伊兰神经酰胺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67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盒annees boite复合肽凝时眼部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69 广州惠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微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微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兰诗富勒烯青春定格肌肤管理套盒 
赋活补水透亮微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7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禾曼秀净颜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72 广州荣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调肤世家清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76
广州贝塔健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素婷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蛋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0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VIMIHEMEI粉嫩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03
广州薇蜜合美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养元印舒清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04 广州柏秀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纤易秀草本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0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在花开时头耳肩颈舒活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07
广州爱在花开时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恒水润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1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柏草领秀美肌草本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18
广州亿草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ITERES黄金鱼子抗皱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黄金鱼子抗皱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黄金鱼子抗皱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NAEE予旎钻石鎏光鱼子奢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39 广州约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漾凝时精雕眼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60 广东国正投资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舒展草本养护套-舒展草本
野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68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舒展草本养护套-舒展草本
艾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69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舒展草本养护套-舒展草本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0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适护牛奶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79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秋井美黛私人定制雪颜靓肤套-美肌亮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82
科缦（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伊兰蛇毒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8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恭肤道补水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197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花田美芙 面部净柔套装-净颜霜+净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11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无痕养
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温润舒
缓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温润舒
缓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温润舒
缓养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燕窝珍贵养肤沁润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燕窝珍贵养肤沁润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燕窝珍贵养肤沁润洁
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2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恭肤道修护滋养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41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芭可丝屑小净去屑止痒控油洗发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42
广州巴科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纯平衡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43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荷美尔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美尔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美尔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依克多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5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旭白美肤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6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旭白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69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7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EOR亮泽二合一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5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磨砂顶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6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持妆润泽养
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8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93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95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美时代美肌修护冻干粉组合-美肌修
护冻干粉+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96 广州旺科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arpa柔皙丝滑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397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旭白净颜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0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旭白润透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0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铂金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0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旭白柔肤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0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红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0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梵熙格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1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梵熙格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1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梵熙格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1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尊莹女人香滋养修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13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1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香水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421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清肌美肤冻干球+清肌美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清肌美肤冻干球+清肌美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清肌美肤冻干球+清肌美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寡肽焕颜冻干球+寡肽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寡肽焕颜冻干球+寡肽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寡肽焕颜冻干球+寡肽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虾青素莹润冻干球+虾青素莹润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虾青素莹润冻干球+虾青素莹润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净娴虾青素莹润冻干球+虾青素莹润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57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03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颜纯皙温润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纯皙温润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纯皙温润净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唤醒世纪臻奢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07 理想科技集团广东有限公司
耀爆水光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10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原美希美颜心机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17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兰朵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20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植物滋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2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耀爆多肽亮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22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TYTO美途柔顺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26 广州泰源化工有限公司

容颜计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30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示单悦颜鎏光焕彩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31
广州市泓宇清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莎嫚菲草本灵芝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32 广州硕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3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 持妆美肌粉底液 #1271 COOL 
NEUTRAL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3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草本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修护舒缓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DVEN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61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蝶美娜火凤凰纤密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82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ANNOY圣诺伊焕颜瓷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云朵弹力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669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YIKAEYAN葡聚多肽冻干粉+葡聚多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0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美臣锁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16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畅保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17 广州国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CADVEN肌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5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SZHO诗贞后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SZHO诗贞后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3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水杨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79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维生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783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莲蜂胶滋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07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莲蜂胶滋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07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娇莲蜂胶滋润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07 广州昊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顷冻干粉组合-花芊顷冻干粉+花芊
顷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11 广州芊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接吻狐狸光感轻润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接吻狐狸光感轻润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接吻狐狸光感轻润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2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诗凝时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凝时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3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雪肌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4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凝时赋颜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4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密集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4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美诗凝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水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58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ISTAR SMOKY 2 IN 1 GEL LINER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66 广州乐奈化妆品有限公司

MGH时光灵动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75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CYHYA欣熙雅水漾鲜活面膜『小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86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嫩肤去
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嫩肤去
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嫩肤去
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8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CYHYA欣熙雅水光高保湿面膜『水光膜
』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01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肤堂调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27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 ·BEAUTY FACE 透明质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2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耀爆多肽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30 广州国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罗娅苏滋养舒润套-胸部滋养舒润啫
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3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BUTYTO美途滋润臻修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44 广州泰源化工有限公司
梵君卉通透肌香润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53 广州泰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优洁水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量矢光年神经酰胺植萃肌底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64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补水保湿亮肤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补水保湿亮肤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唇多肽紧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70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儿腰赋活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91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优滋瑞亮晶晶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95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ure and Nurture烟酰胺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6997 广州协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颜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颜梦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0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颜计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12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童颜定格美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13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示单悦颜紧致眼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19
广州市泓宇清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蕊丽美清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21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函寡肽修护冻干粉套装-寡肽修护冻
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23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嘉美欣玻色因赋活亮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2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蕊丽美清肌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32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唇 ▏FEICHUN积雪草胶原蛋白睡眠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33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蕊丽美清肌祛痘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36
广州联合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YLYLE精粹芦荟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37
广州好多福电子商贸有限公
司

邹氏 七彩活力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56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靓彩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76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沪美生姜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生姜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沪美生姜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DO水光胶原蜗牛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094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蒂鲁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鲁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鲁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0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络堂草本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4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络堂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4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SU CHUANG素创寡肽逆时修护冻干粉+寡
肽逆时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51
广州盛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火安春轻奢滋养唇膏A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56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火安春轻奢滋养唇膏A02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60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吉野园焕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63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祛痘修复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6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祛痘修复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6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火安春轻奢滋养唇膏A03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65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火安春轻奢滋养唇膏A04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70
广州火安春鞋服贸易有限公
司

自然妍海藻焕肤微晶粉+焕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海藻焕肤微晶粉+焕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海藻焕肤微晶粉+焕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7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秋爽修护喷雾（尊荣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79 广州艾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秋爽修护喷雾（青春款）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80 广州艾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妍雅润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妍雅润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妍雅润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84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chynu藻尚好白芨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189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RENAIVE芳奈肤清爽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11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FARENAIVE芳奈肤晚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16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波恩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滋养水分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29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川纯玻尿酸深层洁净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31 广州川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3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4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4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玫瑰精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4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经典·美回春积雪草清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49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25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30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30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丽丝滋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72
广州甄丽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闰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73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奇丝护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2 广州唯奇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盈爱慕香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4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神经酰胺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神经酰胺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神经酰胺倍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叶诱瑟玻尿酸小嫩膜补水悦享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6
广州千姿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派抗皱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抗皱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派抗皱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4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妆樱花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盈爱慕香水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4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眼部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8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鱼子精华多
肽奢宠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09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臻萃奢养鱼
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35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鱼子精华谜
萃定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36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3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3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嫚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39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48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5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俏颜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64 广州美颜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诗嫚祺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79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8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茶树祛痘修复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58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鱼子精华奢
宠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26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臻至玫瑰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29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Newfolia姜汁营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39 广州天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皙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4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美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美净多肽靓颜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
靓颜修护冻干粉+多肽靓颜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8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姣皙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皙颜美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5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评清颜龙胆草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65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美肤尊享套-美肤莹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70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AGE净颜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73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爱上纤之秀美肤尊享套-美肤净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75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鎏莎海水仙润彩耀泽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76 广州金碧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8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8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9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颜熙焕颜胶原冻干套组-焕颜胶原冻
干粉+焕颜胶原溶酶液+焕颜胶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698
广州美圈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妍烟酰胺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烟酰胺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烟酰胺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0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HUIBAIMEI鲜颜新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04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维玑玻尿酸水光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玻尿酸水光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维玑玻尿酸水光次抛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3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沅来沅漾樱花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樱花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沅来沅漾樱花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仟私美焕能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仟私美焕能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蜜仟私美焕能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75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伊尚雅无瑕养肤粉底液1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39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尚雅无瑕养肤粉底液1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41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LLOVE基础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3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宝佳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宝佳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伊宝佳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ZERBO积雪草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翊倾辰美肌点涂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57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诗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锦诗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锦诗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6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春日井富勒烯多肽亮颜注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67
广州春日井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素心微暖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74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浮袖会发芽的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75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心微暖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78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81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贝诗佳乳酸杆菌产物滋养嫩肤酸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82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84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素心微暖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87 广州素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曼寧透明质酸玫瑰花提取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91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优评润颜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94 广州强森药业有限公司

冰肌雪肤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897
广州市鲸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BO神经酰胺盈润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寧水漾光感水凝深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4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磨砂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磨砂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透肌密码 磨砂卸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MI HIMISMP头皮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19 广州市黑米美容有限公司
栩溪丰盈保湿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22 广州黛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悦颜滋养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2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沁颜鸸鹋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30 广州德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57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寧花颜净透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58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  小金盒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79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草本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86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焕颜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8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寧  清滢保湿水润蚕丝隐形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3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玻尿酸深润补水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5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Loyezi洛野集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6
广州柏之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yezi洛野集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6
广州柏之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寧水嫩焕采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8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水漾光感无瑕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7999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肌初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盈爱慕香水滋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3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咖啡因小熨斗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咖啡因小熨斗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咖啡因小熨斗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1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絮净颜美肌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35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蝶丽微雅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3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胭语温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47
广州源生堂生命科学有限公
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植萃生姜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48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TONGHUIMAMA同汇妈妈姜王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49 广州同汇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补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补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补水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流畅速干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6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妃丝KAFESI薰衣草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65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薰衣草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65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薰衣草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65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野园漾采紧致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73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韩恩尼毛孔收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79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登法黎莎白蛋白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85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ZERBO积雪草养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09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善眉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01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欢蓉悦色凝萃亮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06
广州市弓乙道中医药科技开
发有限公司



韩恩尼弹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13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恩尼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23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野园漾采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26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润植萃肌底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49 广州润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胭语温舒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50
广州源生堂生命科学有限公
司

MENGYAN檬颜鱼子酱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55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养肤日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茉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65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韵佳茵羊毛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80
红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盈爱慕香水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81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恩尼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84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恩尼毛孔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190
广州市韩恩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CUANME舒缓修护多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02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0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 逆龄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12
广州汇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酵母舒缓洁面慕斯
（桃花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15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暨美谷胱甘肽冻干粉+焕颜美肤冻
干粉+美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25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生态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珑堂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245 广州艾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自然美眉撕拉式眉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05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畅保温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24 广州国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明堂青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27 广州千方红贸易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川雅魅惑香氛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5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魅惑香氛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5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川雅魅惑香氛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5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是否 IS OR ISN′T 酵母修护洁面慕斯
（甜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39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梦其拉MKELA双因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43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吉野园清颜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49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巧莱雅凡士林草莓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51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TZWL无瑕养肤粉底液1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54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TZWL无瑕养肤粉底液1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55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6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6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6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夏瑜自然美眉撕拉式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7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登法黎莎白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592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08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ITERES多重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多重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多重优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os Murmur香水柔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os Murmur香水柔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os Murmur香水柔顺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13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意大利腊菊毛孔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2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意大利腊菊毛孔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2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意大利腊菊毛孔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2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媄人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28
广州一芦一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蛇纹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蛇纹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蛇纹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YAN檬颜氨基酸控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42 广州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野园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48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施蒂赛尔 青春驻颜修护套装（青春驻
颜修护冻干粉+青春驻颜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86
广东施蒂赛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LSNOW多效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68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多肽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多肽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 净肌多肽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精粹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精粹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哲多肽表皮修护精华组合-活力精粹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7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肤泉三肽-1修护冻干粉+三肽-1修护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74 广州珑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 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8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 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8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 海藻颗粒植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8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登法黎莎白蛋白奢宠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86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水感轻肌隔离霜（香草绿）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90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水感轻肌隔离霜（裸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798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姿莱琊化妆师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00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水感轻肌隔离霜（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01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玻尿酸钠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玻尿酸钠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玻尿酸钠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凡七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4 广州保誉科技有限公司
野马碟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8 广州保誉科技有限公司
许美堂血清蛋白冻干粉+许美堂血清蛋
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19
广州许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CQRZEN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CQRZEN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寡肽修护冻干粉+CQRZEN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聚明堂青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32 广州千方红贸易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补水嫩肤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补水嫩肤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补水嫩肤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然两面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46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然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56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立欣美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65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鹊生物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鹊生物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鹊生物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68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70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纤连蛋白小金管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7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纤连蛋白小金管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7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金鹿角纤连蛋白小金管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74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柔妆多
效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柔妆多
效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臻奢柔妆多
效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柔池花楸水护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池花楸水护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池花楸水护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羊胎素多肽修复紧致冻干粉+莱玫
羊胎素多肽修复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7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奢养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8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池花楸水护色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池花楸水护色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池花楸水护色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9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9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蕊姬驻颜紧致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92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hMSCEX涵美丝青春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97
广州市欧意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乐莉臻颜奢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8899
广州拾叁幺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hMSCEX涵美丝脂质体修护弹嫩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8900
广州市欧意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TAYE她叶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8974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源草植物酵素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980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YCNRS水娃娃贰号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6898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蒂曼丝素蛋白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8997
梵蒂曼（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巧莱雅凡士林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02 广州金眼睛贸易有限公司
幺妹儿清润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11 广州恬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沁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沁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沁透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YIKAEYAN颈部抚纹冻干粉+颈部抚纹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CQRZEN亮颜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亮颜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CQRZEN亮颜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3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4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百合花补水保湿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40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美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美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 海洋美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旬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61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RPER’S BAZAAR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62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RPER’S BAZAAR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62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RPER’S BAZAAR荆刺玫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62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珍稀人参奢养舒缓肌
底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珍稀人参奢养舒缓肌
底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珍稀人参奢养舒缓肌
底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8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欧登法黎莎白蛋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90 广州德成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凯蜜欧透薄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095 广州竹楼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玺悦颜富勒烯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0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力刷焕颜青春液+焕颜青春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1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然玻尿酸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24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然六胜肽弹润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40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媚儿牛油果补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44 广州市好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颜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56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L'ΛNXU兰絮玉容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59 广州兰倩商贸有限公司
玞妮妍氏焕妍精粹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68 广州夏世贸易有限公司
瑞钒玻色因紧致活性冻干粉组合-玻色
因紧致活性冻干粉+依克多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18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璞莉丝莹润滋养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0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莉丝莹润滋养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0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莉丝莹润滋养丝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0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望华佳人小分子活性肽皮膜修护冻干粉
+小分子活性肽皮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09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茜茜梦幻胶囊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24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珂抹茶清香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25
广州伊丽兰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姿蔓妮奢宠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26
广州菲姿蔓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玫姿容色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2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容色焕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2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容色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3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途卸妆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39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黛凝菲水光修护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44 广州元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踢桃滋润护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55 广州踢桃科技有限公司
育源草头皮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59 广州阳焱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母修护沁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75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期汤韵美头部保养洗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韵美头部保养洗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韵美头部保养洗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7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水母优能水+伊玫姿水母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7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水母修护精华液+水母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28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富勒烯美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302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富勒烯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30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最红顔洁颜精选套美颜粉+容颜喷雾一
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12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Rosetimes 水光蝴蝶粉扑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13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1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馨妍焕亮保湿致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30 广州露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然玻尿酸水光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485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几透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582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589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TON MEI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591 广州唐美药业有限公司

尚旬清爽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593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 MEI多肽美肌冻干粉+TON MEI多肽
美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599 广州唐美药业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娇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EALGO柔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15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ALGO娇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0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色妍姿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1
广州妍如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出水芙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2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焕颜净透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3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ALGO润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5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ALGO娇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26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ALGO焕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0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方润冠泽虫草焕颜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2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ALGO多肽修护冻干粉+ZEALGO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4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ALGO魅丽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8 广州善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漾拾光赋活塑颜套-漾拾光赋活塑颜粉+
漾拾光赋活塑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漾拾光赋活塑颜套-漾拾光赋活塑颜粉+
漾拾光赋活塑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漾拾光赋活塑颜套-漾拾光赋活塑颜粉+
漾拾光赋活塑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39
广州市美姿贺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盈姿三七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42
广州靓丽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然虎杖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56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公主道玫瑰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60 广州市娜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ROQUA梵洛泉洋甘菊倍润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64 广州柏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浅色黑头吸出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65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SHIDI梵诗笛肌活多效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SHIDI梵诗笛肌活多效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NSHIDI梵诗笛肌活多效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968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净畅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玳蓝美秀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15
广州智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丝滑养肤隔
离防护霜（淡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2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ai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33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4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植萃美肤修护套-柔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50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采佳植萃美肤修护套-植萃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53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砾轻奢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72 广州张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谷胱甘肽素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8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葉嘉美靓颜肌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86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施琳蔓肤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惜颜寡肽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797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利丝石榴酵母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00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尚燕窝抗皱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14 广州初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男士特润焕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17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珞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19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珞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27 广州欧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华生润养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31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麒肩颈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35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麒腹部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44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钒复活草雪肌活性冻干粉组合-复活
草雪肌活性冻干粉+3-o-乙基抗坏血酸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5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望华佳人小分子活性肽皮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62 广州盛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予诗妍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64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HanLansu韩兰素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6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nLansu韩兰素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6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nLansu韩兰素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6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罗麒腹部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95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润泽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润泽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润泽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89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GV维E臻润变色唇膏柠檬黄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02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清颜净痘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辰熙晶透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1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利丝绿藻酵母微晶粉+绿藻酵母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1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辰熙晶透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20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婆草本植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61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莲华生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66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华生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68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浅色黑头导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6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美肌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72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采佳植萃美肤修护套-美肌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82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クリスタルミラ一テイント #6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89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クリスタルミラ一テイント #5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9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クリスタルミラ一テイント #2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9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クリスタルミラ一テイント #1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9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６ 粤G妆网备字202026999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サテンラスティングファンデー
シヨン　Ｐ01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0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サテンラスティングファンデー
シヨン　ＯＣ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0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婆草本植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09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滋养
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滋养
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滋养
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2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深层
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深层
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深层
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3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利丝酵母多肽冻干粉+酵母多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4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盈润
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盈润
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莱锡马油倍润洗沐乳套装-马油盈润
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5 广州珈芮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婆草本植物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7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嘉利丝蓝铜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19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凡美皙玻尿酸多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NATCHIAUS自然使者胶原蛋白水晶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CHIAUS自然使者胶原蛋白水晶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TCHIAUS自然使者胶原蛋白水晶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辰熙龙胆草净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4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辰熙龙胆草净肤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4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婆草本植物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51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FGV维E臻润变色唇膏胡萝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58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紫辰熙净肤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6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辰熙净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66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美态活颜修护冻干粉+活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73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78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清滢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79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小仙女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8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小仙女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8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蓝蒂娇仕小仙女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08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懒人多肽胶囊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懒人多肽胶囊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懒人多肽胶囊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日本虾青素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日本虾青素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日本虾青素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8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8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184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唇 ▏FEICHUN红石榴蛋白燕窝睡眠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00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9弹润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1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FaAoLan法澳蘭生姜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2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生姜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2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生姜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26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ZEESEAサテンラスティングファンデー
シヨン　ＯＣ01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3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葡萄籽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葡萄籽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葡萄籽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花惜颜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37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龙血积雪草多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龙血积雪草多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禾龙血积雪草多肽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华生养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49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月愈发修韵滋养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53
广州市净月头愈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虞美姬养护艾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6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6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美姬姜艾焕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6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庭芳芝小金条立体眉笔01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72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尔玻尿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73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金条立体眉笔02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7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金条立体眉笔03栗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79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金条立体眉笔04茶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81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葉嘉美靓颜肌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88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素樱野子胶原蛋白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91 广州易铭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紧致养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9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紧致养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9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冬虫夏草奢宠逆龄修
护抗衰紧致养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29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翊倾辰菁萃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32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婆草本柔润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44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FACE BOX PUZZLE脸盒之谜鱼子精华臻
萃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48
广州康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MI HIMISMP蛇麻草头皮泡泡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57 广州市黑米美容有限公司

浅色毛孔细嫩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59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媛雅堂凝水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66
广州妍姿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婆草本植物精华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85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阿婆草本植物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386
广州美诗研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瑞钒寡肽修护活性冻干粉组合-寡肽修
护活性冻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13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倾辰美肌净颜紫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14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利丝依克多因酵母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25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银鹿角白松露亮肤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银鹿角白松露亮肤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银鹿角白松露亮肤素颜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3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5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5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53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小姐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481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葡萄籽鲜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26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复活草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3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DJX塑龄美肤冻干粉+塑龄美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541 广州暨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美丽盈润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美丽盈润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SEXINYU美丽盈润无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纳清肌卸妆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6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缔纳净颜清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7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缔纳水漾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39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茜如娇鱼籽酱复合多肽臻颜精华乳霜+
臻颜鱼子酱粒子精华素+臻颜鸢尾紧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鱼籽酱复合多肽臻颜精华乳霜+
臻颜鱼子酱粒子精华素+臻颜鸢尾紧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鱼籽酱复合多肽臻颜精华乳霜+
臻颜鱼子酱粒子精华素+臻颜鸢尾紧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79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莱琊修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87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LIYALAN凡士林薄荷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699
广州麦柯黎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7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29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0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霖润娇红石榴鲜活透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1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沉香先生赋活运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36
广东东西南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正堂清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46
广州艾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玫姿水母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7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707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AOR时光新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时光新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R时光新奵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3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谷胱甘肽素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0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佰草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1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美颜调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28 广州娜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娜美颜氨基酸净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39 广州娜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MIB防水持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67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复合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复合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多肽复合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3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3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LAIX防水持久巧细眉笔03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GRAHAM舒缓净柔冻干粉套盒-舒缓净
柔冻干粉+舒缓净柔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88 广州荷荷芭贸易有限公司



聚柔精油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9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孝心山羊奶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96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炫氏水感肌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898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精挚平衡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精挚平衡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精挚平衡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冻干粉+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冻干粉+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冻干粉+ An 
Rlaa安·罗拉虾青素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0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姿莱琊修护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28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御美芝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3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3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御美芝净肤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33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法兰宇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蒨蒨清颜 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 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蒨蒨清颜 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3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宇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FU秘肤富勒烯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七彩铃兰樱花烟酰胺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4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纳水漾出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5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每日小甜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每日小甜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每日小甜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5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AFFICK玛菲可栗子丝绒唇泥礼盒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6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琉璃雾面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6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美颜迪曼美肌净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77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希肤堂调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84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贝儿奢宠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0995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锁堂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00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MEKINE美姿媛美颜玻尿酸水光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66 广州市美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瓷肌透亮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瓷肌透亮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 瓷肌透亮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新肌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7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奢宠点晶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修护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修护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修护冻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兰宇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梵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8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梵時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肩颈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谷胱甘肽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妃颜多效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多效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多效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GNSIMIR莹润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10
广州译心初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研诗绿豆泥桨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14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兰露雅胡萝卜素康健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32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HANDCUFF轻透水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 HANDCUFF轻透水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NK HANDCUFF轻透水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5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野园漾采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66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ANQIER安淇尔富勒烯拉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1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FS精挚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精挚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S精挚平衡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玻色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玻色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玻色因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娜美颜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84 广州娜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逆龄童颜薇脸嫩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1390
广州汇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素雅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44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4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辰熙润颜多效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47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amarry玫瑰&兰花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59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辰熙焕彩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61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本素雅 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粉+紧
致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77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姝渝修护保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7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锁堂源萃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源萃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源萃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8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草本素雅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89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素雅莹润净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91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英秀儿SOD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494
广州佑宸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Beamarry玫瑰&兰花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17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玫瑰&兰花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18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维他命&蜂蜜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19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澳洲坚果油阿甘油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20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角蛋白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21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维他命&蜂蜜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22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茶树&大麻籽油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24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阅香蜂姿双萃水光精华组合-双萃修护
精华凝露+双萃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27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施妃颜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3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3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焕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3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FGV蜂皇浆双萃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44 广州鑫楠贸易有限公司
IZELLE靓颜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60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柔精油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6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许美堂泛醌焕颜冻干粉+泛醌焕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73
广州许美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沐漫雅逆转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沐漫雅逆转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沐漫雅逆转时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范儿 水能量盈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范儿 水能量盈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范儿 水能量盈嫩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海星肌底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5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姝渝草本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7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涵妤熙海星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589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范儿 赋活滋养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范儿 赋活滋养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范儿 赋活滋养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0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爱焕然寡肽多糖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3
广州圣幽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净透益肌修护冻干粉+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益肌修护冻干粉+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净透益肌修护冻干粉+ 
DANFEI POEM净透润颜益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1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温和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煦美颜美肌套--美颜修护冻干粉+美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32 广州肌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煦焕颜美肌套--焕颜修护冻干粉+焕
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40 广州肌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汀芬雅补水靓颜冻干粉+补水美肌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43 广州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瑛馨清轻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馨清轻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瑛馨清轻秀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汇奢宠臻至套盒能量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66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嫚祺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2
广州伊嫚姿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施妃颜七子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七子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七子当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张美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美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美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7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肌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691 广州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QILAI流畅顺滑防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05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CUIYAN蝶萃妍互生叶白千层叶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1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辰熙净化水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1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UANLI端丽防水流畅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1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红茉清莲净肤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50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遮瑕修颜BB霜（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7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草莓保湿修复温变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794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蜜欧亮彩臻皙养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03 广州竹楼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妃御圣汤头皮滋养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06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绿雅小舍玻色因淡纹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09 广州恒凯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烟酰胺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12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CARRIE油性指甲油 L056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20 广州雅诗丽人商贸有限公司
LOVCARRIE油性指甲油 L053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25 广州雅诗丽人商贸有限公司

LUNAMIUS倍润光感生物纤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27
广州雨木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OVCARRIE油性指甲油 L051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28 广州雅诗丽人商贸有限公司
An Rlaa安·罗拉臻颜鱼子酱毛孔清洁
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34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姿妍积雪草冻干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积雪草冻干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积雪草冻干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3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桃气乌龙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2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泼墨星空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3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焦糖杏仁烤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48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红丝绒蛋糕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0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多肉葡萄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1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奢梵時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hance氨基酸焕肌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59
梦萍（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RBO寡肽美肌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6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龟胶雪莲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龟胶雪莲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龟胶雪莲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0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896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辰柚祛痘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18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兰宇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2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奢梵時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舒康足滋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45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膜立雪玫瑰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立雪玫瑰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立雪玫瑰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舒康足草本沐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51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纽仕克金鸡纳维他命复合屑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53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DIECUIYAN蝶萃妍天然玫瑰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7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ANOTE伊谰小黑瓶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83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斯莉 韩津天气丹华泫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8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锁堂源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源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源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8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爱乐莉胶原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1995
广州拾叁幺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CHINY GRACE倾莉佰雅铂金嫩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04 广州奢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煜晟嘉颜面部紧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2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晟嘉颜面部紧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2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晟嘉颜面部紧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26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奇丝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28 广州唯奇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姝渝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2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姝渝草本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3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缘冰点棕榈酰五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棕榈酰五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棕榈酰五肽紧致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TFC焕美冻干粉+焕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蒙胶原肽紧致黄金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5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樱桃熟了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6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臻鑫美妮小分子玻尿酸保湿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鑫美妮小分子玻尿酸保湿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鑫美妮小分子玻尿酸保湿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紧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2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女孩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067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杏仁酸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杏仁酸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杏仁酸毛孔收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6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1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烟酰胺二核苷酸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78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8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8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虾青素冻干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8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沐漫雅百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沐漫雅百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沐漫雅百草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1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琪娜蜗牛净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07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莱雅白松露头皮赋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09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瑶堂净·组合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19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渼康基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1
广州心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K海茴香特安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3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奇的孩子沙棘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奇的孩子沙棘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神奇的孩子沙棘鸵鸟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羊胎素玫瑰嫩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8 广州诱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水润保湿冻干粉+水润保湿溶媒液+
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2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瑾莱海藻草本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33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PLM双色甲油胶66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43 广州悦美贸易有限公司

遇润美肤滋养手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54
广州彩一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OI&JOY三色指甲油-元气小抹茶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73 广州研秀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小V密码 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V密码 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V密码 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7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柔精油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秘密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氨基酸净颜润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黛月影鳕鱼熊果苷烟酰胺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黛月影鳕鱼熊果苷烟酰胺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黛月影鳕鱼熊果苷烟酰胺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29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21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氏魅颜珍珠透靓美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25
广州李氏魅颜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NbleFly畅·组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4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4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4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4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eFly畅·组合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59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leFly畅·组合护理原浆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60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寡肽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寡肽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寡肽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6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鱼子酱臻萃奢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74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肽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肽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肽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37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元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元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多元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2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颜 逆龄水润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3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研玑臻爱莹润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59 广州妆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老姜王二合一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7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Behance烟酰胺焕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81
梦萍（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49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0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0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0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思滋养香芬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15 广州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护发素（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护发素（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护发素（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MNCIEE涵萃樱花雪肌菁萃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MNCIEE涵萃樱花雪肌菁萃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MNCIEE涵萃樱花雪肌菁萃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沁润臻挚发膜（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沁润臻挚发膜（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沁润臻挚发膜（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洗发乳（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洗发乳（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焕活菁丝洗发乳（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RORA LAB多效安瓶精华液套盒-高保湿
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46
广东奥若拉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7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7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75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8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8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8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藏御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591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XINGFUYUAN醒肤源胶原蛋白水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08
广州市纳因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唇 ▏FEICHUN神经酰胺清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18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缇蔓VC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VC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VC甜橙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思营养护发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634 广州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瑅姿类蛇毒肽眼部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16 广州汇芹贸易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柔精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2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薇兰冻龄紧致活肤套-冻龄紧致溶媒
素+冻龄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薇兰冻龄紧致活肤套-冻龄紧致溶媒
素+冻龄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薇兰冻龄紧致活肤套-冻龄紧致溶媒
素+冻龄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51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NbleFly调·组合护理原浆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57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鱼子酱臻萃奢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58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NbleFly调·组合护理莹润粉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6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四大文明埃及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62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NbleFly调·组合护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6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四大文明古巴比伦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66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颜蔻鹿茸虫草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鹿茸虫草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鹿茸虫草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辰熙龙胆草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7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799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伊丝诺 柔焦慕斯妆前乳（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0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等美酵素蕴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07 广州聚创伊美科技有限公司
伊等美视黄醇酵素逆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13 广州聚创伊美科技有限公司

铂莱蕰汀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18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润颜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45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 艾薇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49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翊倾辰菁萃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53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辰熙晶透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65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氧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6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馨瑶堂通畅循环组合套通畅植物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7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瑶堂通畅循环组合套护理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76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 ▏FEICHUN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77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权夫人金桂花酵素多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78 广州悦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肤润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子酱玻尿酸奢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子酱玻尿酸奢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子酱玻尿酸奢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89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域雪·婉洋焓奢养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09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纳集胶原时光精华液（5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11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tGrow颈部护理多肽冻干粉+颈部护理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1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芙研清悦颜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22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钰美薇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修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2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可塑鲜椰蛋白微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0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即可塑鲜椰蛋白微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3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即可塑鲜椰蛋白微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4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菡妙雪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菡妙雪水光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靓颜润颜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靓颜润颜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靓颜润颜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旭白提拉紧致粉+提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64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C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8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畔净肤粉贰号+净肤液叁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90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瑶堂通畅循环组合套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299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肤堂调颜净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04 广州姬颜茜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0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洁美润诱惑公主香水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09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朵茉莉沙棘修护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17
广州合诚健保日用品有限公
司

UZIQUEEN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4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ELI乐力樱花三合一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52
广州市古玉香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58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61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翊倾辰菁萃臻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77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8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8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08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可塑颈部胶原蛋白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01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VERONNI贝露妮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12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霖玥颈部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17 广州霖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霖玥颈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23 广州霖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霖玥颈部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27 广州霖玥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左叶摩洛哥坚果烫染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28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人密码爱蜜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34 广州菩心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韩芭莎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39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诱LANYOU臻爱鱼子净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41 广州美姿贸易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胶原紧致蕾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4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美薇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5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5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5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香水修护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55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意初美修护冻干粉+意初美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61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是否 IS OR ISN'T VC草莓慕斯身体霜
（新配方）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70 广州米卡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MiLAN迷兰恬美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3279 广州朵妍贸易有限公司
即美初青春舒爽泡泡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300 广州悦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谷草木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301
广州市东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予诗妍胶原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303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好孝心羊奶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313
广州好孝心营养健康研究有
限公司

草本素雅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532
广州草本素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RROW LANES聚点单色眼影S05 粤G妆网备字2020273560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芊百荷 素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588 广州芊亿商贸有限公司
亲恩儿童植萃柔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00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亲恩儿童植萃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02 广州素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雅米熙蓝睡莲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蓝睡莲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米熙蓝睡莲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密集补水套盒 芦荟水
漾呵护滋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密集补水套盒 芦荟玻
尿酸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密集补水套盒 芦荟平
衡保湿清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6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术颜盈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17
丹妮美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缔纳清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0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珵美棠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珵美棠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珵美棠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庭芳芝速干纤细眼线笔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速干纤细眼线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26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施神经酰胺水光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神经酰胺水光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神经酰胺水光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蒙胶原蛋白提拉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59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蕴丝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71 广州博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JUNYISHENG舒缓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4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8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纳集胶原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23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亮肤肽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2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亮肤肽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2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亮肤肽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2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樱花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樱花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樱花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轻柔嫩滑沐浴露（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轻柔嫩滑沐浴露（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轻柔嫩滑沐浴露（蓝风铃香
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璀璨护发精油（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璀璨护发精油（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璀璨护发精油（蓝风铃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6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无患子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无患子洗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4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栀子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5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欧蓍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姜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7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泊泉雅马油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马油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马油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8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会员尊享礼盒 芦荟日夜双
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90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9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9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恺斯娜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9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NARROW LANES丝绒雾面唇釉V003 粤G妆网备字2020273796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老夏手工社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0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07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NARROW LANES丝绒雾面唇釉V0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09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蜜欧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14 广州竹楼树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1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水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水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水润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永久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2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2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薇心玉露活力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31 广州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酵母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1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4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纳净颜清肌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59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美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美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烟酰胺美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38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RITERES 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RITERES 提拉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卉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卉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卉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芝钥美肌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61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倾辰纤连蛋白修复冻干粉+积雪草修
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69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芬优能弹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7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紧致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紧致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紧致活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蒙胶原蛋白奇肌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80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39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IYU黛语维E护肤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0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DAIYU黛语维E护肤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00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思畔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0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畔雪颜净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畔净肤液壹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S QUEEN月见草胸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5
广州科盛远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LYW奢养精萃滋养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奢养精萃滋养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奢养精萃滋养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leFly韵·组合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20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养发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2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橙花精油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5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橙花精油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5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橙花精油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59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yan璟媛虾青素舒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94 广州沛妍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臻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09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玻色因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玻色因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玻色因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示单悦颜明眸眼周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09
广州市泓宇清玄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钰美薇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舒缓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5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百合滢润靓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百合滢润靓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娜娜百合滢润靓肤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植萃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19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26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颜草鳄梨紧致舒缓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美薇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美薇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4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庭芳芝双头造型四角眉笔01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37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41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尚旬水润清透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0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丛梗藻多重养肌透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庭芳芝双头造型四角眉笔02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鲜汁清颜套装 芦荟鲜
汁保湿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8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会员尊享礼盒 芦荟多效修
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5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旭白提拉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2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娜雅美肌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3
广州雅清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幸运尊宠舒活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运尊宠舒活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幸运尊宠舒活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朵茉莉胸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65
广州合诚健保日用品有限公
司

庭芳芝双头造型四角眉笔04浅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7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双头造型四角眉笔05烟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79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萁美郦丝祛痘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199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熙蓓贝如初少女靓颜精华肽组合-肽干
粉+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08
美肤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翊倾辰肌肽靓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12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肌肽靓嫩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13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氨基酸净透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氨基酸净透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氨基酸净透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1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氏海藻晶透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52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暨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5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UEENSTORY神经酰胺清爽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28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渼康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07
广州心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煜晟嘉颜紧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晟嘉颜紧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煜晟嘉颜紧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09 广州伊曼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α-熊果苷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α-熊果苷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α-熊果苷冻干粉
+LABOMISS脐带提取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1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伊丝娜雅焕颜透亮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11
广州雅清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丝绒雾面唇釉V001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24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LYNA贝玲娜骑士守护四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骑士守护四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骑士守护四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433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嘀烟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13
美哆嘀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男士水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2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瑶堂调·组合护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4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素韩海盐净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46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慕源头皮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5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莲华生植物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64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慕源植萃头皮滋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6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ile Life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萁美郦丝祛痘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1
广州萁美郦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瑶堂调·组合护理原浆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2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瑶堂调·组合莹润粉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瑶堂净·组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78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瑶堂净·组合护理原浆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82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瑶堂 调·组合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87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妍美焕颜蛋白营养冻干粉+焕颜蛋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93 广州晗星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NARROW LANES丝绒雾面唇釉V004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94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leFly韵·组合护理原浆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74595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ile Lif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eFly韵·组合护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14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bleFly韵·组合多肽滋养赋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15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RROW LANES丝绒雾面唇釉V005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18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NISBERY炫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26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娜雅焕颜润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30
广州雅清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含翠诗熙美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3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娲客马齿苋野菜天然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娲客马齿苋野菜天然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娲客马齿苋野菜天然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量子肌因多肽克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5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赛格山羊乳洗沐组合套装-山羊乳去
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69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赛格山羊乳洗沐组合套装-山羊乳魅
惑柔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71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巴赛格山羊乳洗沐组合套装-山羊乳滋
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72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
（９シェード）Ｊ１３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8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　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8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　０６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8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　０８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8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ＣファイバーマスカラSD 粤G妆网备字202027468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植皙氨基酸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植皙氨基酸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植皙氨基酸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2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UK海茴香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30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40 广州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淼熙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53
聚淼熙（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朵茉莉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63
广州合诚健保日用品有限公
司

佰藻堂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藻堂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藻堂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7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AoLan法澳蘭  玫瑰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  玫瑰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  玫瑰润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8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都奈诗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奈诗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奈诗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9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Rh瑞函雪耳胶原滋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98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Rh瑞函积雪草平衡舒润滋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799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Rh瑞函多肽美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01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Rh瑞函依克多因沁润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03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芙凯恋活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22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娜雅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23
广州雅清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罐白角鲨烷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罐白角鲨烷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罐白角鲨烷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2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weet magic自然生动毛刷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35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4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普拉菩媞青春炫彩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49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普拉菩媞魅惑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5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姿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7
广州市黛姿仪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润色口红 333#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70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润色口红 420#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73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润色口红 558# 粤G妆网备字2020274874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宸诺男士保湿控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05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适颜堂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鹏祛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46 广州炫柔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拉菩媞青春焕彩魅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55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染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57 广州染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缇朵滋养丝滑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58 广州市嘉睿杰科技有限公司

素目紧塑光肌淡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65
广州素目眼妆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润色口红 330#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80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flower vultus富勒烯粉色邂逅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88 广州五月妆贸易有限公司

紫辰熙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4992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AOLIFANG苗俪方人参养肤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01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润色口红 559#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1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源头皮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5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源植萃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54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纽伊兰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6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薇纳一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薇纳一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薇纳一滴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7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鱼子酱臻萃奢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90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百谷草木无患子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92
广州市东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芙纪高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093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品温和净澈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08
广州市潮派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冰澜娜首乌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2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妃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2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娜美颜多效防护CC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31 广州娜美颜科技有限公司
舒活泉焕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39 广州蓝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童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5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法兰宇苗坊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法兰宇苗坊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6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萧筱植萃美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植萃美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植萃美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7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植物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8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IN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遮瑕膏(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1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恭肤道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12
广州恭肤道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裕发康活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22
芭莲妮（广州）大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IN遮瑕膏(透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遮瑕膏(透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遮瑕膏(透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享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38 广州聪众贸易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49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老夏手工社柠檬精油+老夏手工社霍霍
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5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薰衣草精油+老夏手工社霍
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54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茶树精油+老夏手工社霍霍
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6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MOWEONLN慕嫣兰烟酰胺去角质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5280
广州美伶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甄丽丝水润蛋白柔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08
广州甄丽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1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AD紧致嫩肤奢华套-AD紧致嫩肤奢华冻
干粉+AD紧致嫩肤奢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69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紧致嫩肤套-AD紧致嫩肤冻干粉+AD紧
致嫩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70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髪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髪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髪舞界植萃精华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37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福元舒欣温润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09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萧筱莹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莹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莹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NSW修护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修护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NSW修护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美灯柔肤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柔肤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柔肤透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2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裕发康净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31
芭莲妮（广州）大健康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伊玫姿人参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4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 ▏FEICHUN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42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舒缓修护玻色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舒缓修护玻色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舒缓修护玻色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5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琪娜裂可宁芦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59 广州斯琪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AD时光冻龄焕颜套-AD时光冻龄焕颜冻
干粉+AD时光冻龄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60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时光逆龄焕颜套-AD时光逆龄焕颜冻
干粉+AD时光逆龄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61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芘蔻BOBBYCOME天然芦荟滋养温变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68 广州玉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谷胱甘肽焕采小蓝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谷胱甘肽焕采小蓝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谷胱甘肽焕采小蓝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71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二代封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78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7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依洛焕肌抚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486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匠堂臻养亮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07 广州市诚客商贸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滋养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13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滋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14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滋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1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21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IAOLIFANG苗俪方蜗牛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27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人参清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4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适颜堂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芙纪高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59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女神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女神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女神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6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植萃美肤修护套-植萃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71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泱美源品清颜舒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73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汐瑾莱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77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泱美源品晶润焕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78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泱美源品沁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79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巴米莉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1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时光luoshiguang清透素颜隔离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luoshiguang清透素颜隔离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luoshiguang清透素颜隔离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1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适颜堂焕颜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瓷蕊净颜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8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玫瑰花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9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9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其拉MKELA多肽紧致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94
菲琳嫚（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9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邦薇玫瑰亮肤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598
广州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邦薇玻尿酸钠补水滋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00
广州尚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泱美源品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02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栩溪赋活焕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07 广州黛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紧致嫩肤颈部套-AD紧致嫩肤颈部冻
干粉+AD紧致嫩肤颈部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10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净肤祛痘套-AD净肤祛痘冻干粉+AD净
肤祛痘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12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D紧致抚纹眼部套-AD紧致抚纹眼部冻
干粉+AD紧致抚纹眼部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15 广州暨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诱惑玻尿酸焕颜精粹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618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人参滋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78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臻享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2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玉美灯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奢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3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臻享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6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凝澜莹润滋养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凝澜莹润滋养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凝澜莹润滋养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8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9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9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滋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5892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亦欧龙血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01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水传羊胎素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03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亦欧龙血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06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欧亦欧龙血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09
广州市欧亦欧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 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12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慕臻享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20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敏卉 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卉 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敏卉 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汀芬雅类蛇毒肽眼部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41 广州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芯源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47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慕臻享精粹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70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辰柚祛痘水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80 广州米田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寡肽赋活冻干粉+暨大尚品寡
肽赋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8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氨基酸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5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燕窝润泽水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0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泱美源品沁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21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泱美源品轻龄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22 广州泱妆美容用品有限公司
肥圆圆富勒烯修护冻干粉组合-富勒烯
修护冻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23 广州卓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AOLIFANG苗俪方竹炭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47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葉嘉美靓颜肌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48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雅芙纪高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49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美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51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焕彩美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焕彩美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韵柔焕彩美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家美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
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
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田然见康尊享靓肤润颜套组-靓颜氨基
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蕊流金岁月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6
广州妙蕊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法润芙舒缓调理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78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LKCC绿叶轻盈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轻盈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轻盈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1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09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小苍兰浪漫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LKCC绿叶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玫瑰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8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MLKCC绿叶丝滑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1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2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太未来鱼子酱浓缩精华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22 广东恒肽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菁蕾舒缓修护头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29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菁蕾控油澄净头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0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花期汤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期汤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龄美红豆杉红护型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2
广州市巨成艾业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多肽靓颜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多肽靓颜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多肽靓颜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依洛焕肌抚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42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俪源肌深层修护冻干粉+精华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43 广州谨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瑜容光果甘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47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肌颜深层修护冻干粉+精华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53 广州谨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辰熙净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6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畔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69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巧龄青春凝时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73 广州迪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焕颜靓肤冻干粉+暨大尚品焕
颜靓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8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MAN活美金箔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金箔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WMAN活美金箔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SKOK橘彩星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SKOK橘彩星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SKOK橘彩星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1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允斌侧柏叶生姜头皮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13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瑞雨丽多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2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FENPO粉珀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34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瑞雨丽神经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36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Cistus 新然防护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39
广州市原美财富贸易有限公
司

TFZ凝色柔滑持妆眼线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凝色柔滑持妆眼线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凝色柔滑持妆眼线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浓黑炫亮持妆眼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浓黑炫亮持妆眼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FZ浓黑炫亮持妆眼线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福牛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福牛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福牛盘）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丝乂菈植物精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乂菈植物精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乂菈植物精粹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5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四季水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4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方润冠泽虫草奢养莹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54
广州方润冠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前颜丰盈水光变色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73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诗妍胶原蛋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74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源淑雪妆蜗牛嫩滑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7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蜗牛嫩滑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7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蜗牛嫩滑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27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碧玉丽彩水源份清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1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芙纪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26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几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27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娜姿凝色柔滑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1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玑而浓姜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49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C夜间紧肤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50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时光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51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Flarous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玫瑰红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LIFANG苗俪方蜗牛清透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63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LIFANG苗俪方人参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67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RUK咖啡因保湿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77 广州艺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 水晶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6399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妆龄水润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58
广州艺康纸包装制品有限公
司

伊等美依克多因净颜洗卸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0 广州聚创伊美科技有限公司

兰肤妮素颜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4
广州兰肤妮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兰肤妮素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7
广州兰肤妮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肤妮素颜靓肤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69
广州兰肤妮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DRhanxixi植萃精华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7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精华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7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hanxixi植萃精华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7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大尚品焕颜多肽冻干粉+暨大尚品焕
颜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7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密集补水套盒 芦荟补
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79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8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焕颜美肤冻干粉+暨大尚品焕
颜美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8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臻颜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臻颜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臻颜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鲜汁清颜套装 芦荟鲜
汁保湿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494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淑雪妆烟酰胺清透莹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烟酰胺清透莹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烟酰胺清透莹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芦荟幼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芦荟幼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芦荟幼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7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0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美肤尊享套-美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1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淑雪妆虾青素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虾青素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源淑雪妆虾青素水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恒琦达胶原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6
广州恒琦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玫瑰水润亮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金缕梅舒缓补水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山茶花保湿控油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允斌鱼腥草舒缓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28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允斌柿叶亮肤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31
广州万物本草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瓷蕊燕窝润泽水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3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蚕丝胶原蛋白面部精华-蚕丝胶
原蛋白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蚕丝胶原蛋白面部精华-蚕丝胶
原蛋白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蚕丝胶原蛋白面部精华-蚕丝胶
原蛋白球+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5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格岚姜汁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67 广州施发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PROTVEAGA护肤龄白尾鸢尾花轻奢四重
立体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韩宝伦氨基酸净澈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87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蜗牛精华烟酰胺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蜗牛精华烟酰胺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蜗牛精华烟酰胺水润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59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积雪草密集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积雪草密集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积雪草密集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1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奢宠祛痘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2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uile Life焕颜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焕颜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焕颜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有望玫瑰原液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74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676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AUTY  SHIN美心氨基酸舒缓净润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12
广州雪诗尼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妆姬秀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13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ILLOVE灌装功能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20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有望玫瑰原液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26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清颜瓷肌补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2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太阳花靓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2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水传修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3 广州美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舒缓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舒缓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舒缓植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庭芳芝小金条立体眉笔05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39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SDOLE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SDOLE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SDOLE阿斯道尔香氛瞬柔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焕玑烟酰胺胶原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6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烟酰胺胶原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6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烟酰胺胶原紧致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76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ΛRYSHΛRON美丽誓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11
广州美丽誓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富勒烯遮瑕焕颜芯肌棒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2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富勒烯遮瑕焕颜芯肌棒
（白皙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35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iuln Kivln岁月索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36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4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寡肽保湿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43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ZIUHOO植后芦荟密集补水套盒 芦荟润
肤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4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肌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69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ziran舒润多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73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AOLIFANG苗俪方眼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82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Cziran舒润多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85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AOLIFANG苗俪方水光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888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美肌玉容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0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顶熙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顶熙水光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3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钒 复活草雪肌活性冻干粉组合-复活
草雪肌活性冻干粉+富勒烯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3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甘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37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多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55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英佳祖玛龙经典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O JR粉嫩精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CLEO JR粉嫩精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CLEO JR粉嫩精華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泊泉雅芦荟保湿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保湿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芦荟保湿嫩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6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一生氨基酸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6991 广州蓝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姈美溯紧致提升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006
广州美博汇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香姿采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07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恋富勒烯花蜜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11
广州追梦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马鞭草净透套装-马鞭草
净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3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活立红橙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红橙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红橙亮肤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4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婲草美蓉玻尿酸钠补水冻干粉+婲草美
蓉玻尿酸钠补水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69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婲草美蓉胎盘素紧致冻干粉+婲草美蓉
胎盘素紧致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70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婲草美蓉寡肽修护冻干粉+婲草美蓉修
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72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SECECO樱诗蔻花香氨基酸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190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唇膏Z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0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中途清润色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04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香姿采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07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鹊本红韵光耀菁采口红#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17 广州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OOLEO防裂修护手足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19 广州正罗商贸有限公司
ZERBO神经酰胺盈润箐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2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米青春粉+青春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36 广州恬米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余几玻尿酸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3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富勒烯润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5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芭
比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5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芸羽净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57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蕊贝尔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66
萨缪尔森（广州）电商有限
公司

鹊本红韵光耀菁采口红#星钻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67 广州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遮瑕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遮瑕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麒麟竭遮瑕皙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柒日秘颜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76 广州华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艾知方寸藏域草本足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78 广州市灏然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小花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8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柔顺滋养洗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92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秋井美黛私人定制雪颜靓肤套-美肌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95
科缦（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粉
沙小公主)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96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中
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299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马鞭草净透套装-马鞭草
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0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优滋瑞香氛滋润修护清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02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光修颜遮瑕棒（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VC柔皙冻干粉+VC柔皙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16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23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2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芭莎富勒烯蛋白净颜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33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灵草植物精华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39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芙纪高保湿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50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BEIAI心蓓爱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55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明眸亮采魅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60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NSORT DUD六胜肽水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65 广州妃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79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椒样薄荷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81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花佰惠滋养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86 广州香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ENT HOUSE玫瑰保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玫瑰保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 HOUSE玫瑰保湿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灵草植物精华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3
广州市金谷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老夏手工社霍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5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水飞蓟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39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美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美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美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颜世家妙颜美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0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恼轻松姜乳祛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恼轻松姜乳祛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恼轻松姜乳祛屑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16
广州市瑛派儿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诗微娜玻色因依克多因日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2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玻色因依克多因日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2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玻色因依克多因日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2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3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庭芳芝双头造型四角眉笔03奶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4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4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小羽毛雾感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4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柚麟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柚麟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柚麟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5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肩部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63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玫
瑰女人)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74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美
人鱼)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78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膜方万变公主系列魅色丝绒口红(女
王桔祥)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80 广州欧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15#摩卡奶茶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82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利丝槐果酵母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495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烟酰胺水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13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SLF兰诗伦绯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21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妗采何首乌秀丝赋活套-何首乌草本养
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46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Dear Fairy滇芙温和舒缓氨基酸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62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OV8库拉索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7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萱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慕萱 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7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寡肽美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9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舒缓水动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97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59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69#淘金石榴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03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澜 面部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06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嫩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28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401#鬼马梅子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32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916#狐狸蔷薇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34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NARROW LANES聚点单色眼影S04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35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颜蔻白鹤灵芝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白鹤灵芝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白鹤灵芝麒麟竭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519#心跳朱砂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45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奈儿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51 广州市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601#元气小奶
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53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妗采何首乌秀丝赋活套-秀丝赋活调理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54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芳澜 靓眸修护精华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55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857#轰趴车厘
子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58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MIB化妆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65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补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78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鹅君多效鲜萃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企鹅君多效鲜萃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企鹅君多效鲜萃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企鹅君多效鲜萃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魔力莫莉迷醉暗雾唇膏 910#皇后玫瑰
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4 广州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87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积爱成福修护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695
广州当下能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积爱成福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01
广州当下能量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澜 舒缓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09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香姿采石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11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啦富勒烯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13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滢美钻石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62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芙纪高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63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利丝石榴酵母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76 广州臻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78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龙胆精粹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8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葡萄籽鲜润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倍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803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茜茜鎏金小白管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7826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微晶紧致抗皱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7886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08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深润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2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深润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2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俏深润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2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畔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4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58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影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62 广州米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娜斯Bevinas深海泥润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67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6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神经酰胺水润手霜（甜橙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75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烟酰胺蜜桃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77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多肽精华粉+多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7994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诗风吟易梳成型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0
广州魅诗风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玉姬优品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草本修护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草本修护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草本修护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5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植萃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6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焕龄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焕龄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焕龄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FEISHI莎菲诗营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78 广州市玻色子科技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凝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凝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姿妍法国海茴香凝粹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0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山茶花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山茶花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IXI雅米熙山茶花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2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水光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89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YCNRS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城堡胶原紧致赋活精华粉+紧致赋
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2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田娇园青春时光螺旋藻净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6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玉姬优品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199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0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TR04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0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鹊本红韵光耀菁采口红#紫晶玫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18 广州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城堡胶原紧致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20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田娇园多效凝肌丝绒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32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林泳嘉多效多肽抗皱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40 广州泳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蔚莱诗美肌固体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45 广州创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RIS贝瑞滋婴儿玉米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50 广州雅贝恩贸易有限公司
欧谷温和清洁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52 广州欧莉雅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城堡鱼子酱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55
广州今日郦人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还幼天使美拉套-胶原蛋白粉+胶原蛋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288 广州英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嫩
肤修护冻干粉+弹嫩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嫩
肤修护冻干粉+弹嫩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多肽嫩
肤修护冻干粉+弹嫩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2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柏安凝润臻颜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30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肤一族玻尿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玻尿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玻尿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6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良诣植萃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84
广州艾比泰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OPSPeTIDE康普斯肽紧致润颜冻干粉+
紧致润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90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多效凝肌调理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391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迪热尔典至中和还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14
广州市艾拉优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辰熙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24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枫镁琳草本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31
广州白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元康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38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奢赏之恋美人鱼珊瑚梦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4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VHA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氨基酸净颜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56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雅妃德水润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57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叶嘉美日夜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1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植清萃美肌身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2
广州惠贤雅集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芬美姿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6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嘉莉娜温泉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温泉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温泉水咋弹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嫩肤亮颜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嫩肤亮颜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嫩肤亮颜清洁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7849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川纯保湿亮泽卷曲精华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0 广州川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淡雅洋甘
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1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淡雅洋甘
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1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淡雅洋甘
菊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1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沁水百合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2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沁水百合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2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沁水百合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2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妃德保湿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5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粉嫩樱花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6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粉嫩樱花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6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粉嫩樱花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6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浪漫玫瑰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9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浪漫玫瑰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9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抹灵花语滋润护手霜套装-浪漫玫瑰
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19 广州市丹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闺嫒美肌润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35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KS焕金魅感美妆三件套-焕金奇翘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37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美闺嫒美肌润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39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才金国际日常头皮平衡洗发精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45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福美堂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美堂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5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莎迪奈多肽逆龄焕颜液+多肽逆龄焕
颜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57
广州依莎迪奈化妆品有限公
司

FENPO粉珀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58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MANsway爽酷强力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69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BUTTER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70 广州鼎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花漫亮肤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74 广州众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COPSPeTIDE康普斯肽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94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弹嫩冻干粉+紧实修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599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翊倾辰焕彩靓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01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尤可简一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03 广州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翊倾辰焕彩靓颜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05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焕彩靓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16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焕彩靓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20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焕彩靓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23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之恋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25
广州健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健之恋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34
广州健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可丽尔曼玻色因焕颜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50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妃颜氨基酸人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氨基酸人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施妃颜氨基酸人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5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量子肌因冻干加倍美肌组合-冻干加倍
复配液+量子肌因冻干加倍美肌组合-修
护溶酶液+量子肌因冻干加倍美肌组合-
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5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寡肽修护冻干粉+暨大尚品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多效凝肌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678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滋养嫩
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滋养嫩
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极丽多肽嫩肤修护冻干粉套盒滋养嫩
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红石榴鲜萃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芙纪贻贝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35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FEI POEM孔雀石舒润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孔雀石舒润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孔雀石舒润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酵母活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44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梦儿乳糖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1 广州开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塑妍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2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酵素洁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丝+寡
肽丝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丝+寡
肽丝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 胶原蛋白寡肽丝+寡
肽丝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5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膜坊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62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炬丁能量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774 广州玖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多效凝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04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JBOLU金柏潞丝蛋白补水护卷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14 广州金柏潞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的九次元男士石墨烯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15
大成有爱（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蓝玺瑞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2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敷美人馥郁玫瑰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30 广州俏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媛草本植元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33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暨龄时光紧实修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40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柠檬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43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香菲丽果酸多肽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44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AQV迪奥迪恩烈艳蓝金唇膏999（新）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51 广州励山贸易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多肽焕颜冻干粉+暨大尚品多
肽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5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紧致修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7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达清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888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美姿氨基酸臻姜健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09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IELIWEIYA蝶丽微雅维E睡眠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ELIWEIYA蝶丽微雅维E睡眠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ELIWEIYA蝶丽微雅维E睡眠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0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EBOLL透明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透明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透明质酸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1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雏菊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雏菊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雏菊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紧致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紧致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紧致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鲜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美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宝
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宝
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宝
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星
钻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星
钻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星
钻橘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2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紫
晶玫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紫
晶玫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aika舒莱佧晶致光感臻挚口红#紫
晶玫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3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peal To沉香温变修复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39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颜纯皙视黄醇抗皱御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纯皙视黄醇抗皱御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纯皙视黄醇抗皱御龄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4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熬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熬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水焕玑熬夜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4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4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57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5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58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3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59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0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1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6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2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3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3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4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4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5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5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瞄准口红笔06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67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美姿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8980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32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黛韵双眼皮定型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42 广州芭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膜坊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43 广州鑫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莉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嘉莉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0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傲媛红花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5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傲媛丹参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6 广州本悦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孄笙驻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驻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驻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驻颜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7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紧致修护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59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缔纳净颜清肌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63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雅芙纪高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64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CU多肽抗皱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65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指尖红樱花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71 广州方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闺嫒美肌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494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姿渲国际莹润靓彩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03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渲国际莹润滋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04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渲国际莹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05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菡紫草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神经酰胺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13 广州秀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词氨基酸凝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15 广州妆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YISHENG净颜舒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16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粉蔻空气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17
广州千蔻千黛化妆品有限公
司

鼎熙堂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0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孄笙脐带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脐带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脐带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孄笙脐带活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1 广州美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凝时清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23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净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净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净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紧致修护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35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见美雪肌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见美雪肌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见美雪肌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肩颈舒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6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盈柔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赋妍雅清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妍雅清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妍雅清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胸部滋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6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7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出水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出水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出水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亦 柔润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86 广州予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吻序何首乌植萃精华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89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 氨基酸海盐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92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irl's女孩许愿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598 广州澳也盛商贸有限公司

奥达清壳聚糖深层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06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氨基酸香氛焗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氨基酸香氛焗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氨基酸香氛焗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鎏光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16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青见美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见美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见美雪肌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im8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37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Keermiol卡幂植物修饰乳（24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2 广州慕色科技有限公司
Keermiol卡幂植物修饰乳（01珍珠黑）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3 广州慕色科技有限公司
Keermiol卡幂植物修饰乳（02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6 广州慕色科技有限公司
莱黛琳妃靓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黛琳妃靓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黛琳妃靓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4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缔纳紫苏净颜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53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TWG 氨基酸海盐丝滑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64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66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美姿氨基酸丝滑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03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诗佳蛇毒肽时光秘钥冻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0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09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翡翠姬黄金子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12 广州妆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妮水之语修护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56 广州加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6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6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姿泊雅漾葵花籽补水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63
暨研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BOMISS水溶性胎盘蛋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水溶性胎盘蛋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水溶性胎盘蛋白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7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CCU氨基酸舒缓净柔男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81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CCU氨基酸舒缓净柔女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87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烁颜芝胸部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89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纳诗vnaze神经酰胺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796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微娜雪绒花补水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0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梵琦紧致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3 广州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 LAMASATE 15ml Sun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5ml Sun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5ml Suncreen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5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59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59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59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Hair oi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7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28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多肽水光奢养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32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梵琦紧致润颜冻干粉+紧致润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34 广州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3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兰娇DeiLanJo茶树油祛痘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37
广州市采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Rh瑞函骨胶原焕肤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54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诺美荟隔离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7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7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R LAMASATE 130ML Aloe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30ML Aloe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30ML Aloe toothpaste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7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Scrub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Scrub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100ml Scrub gel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1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R LAMASATE 30ml  Vitamine 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3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4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余几植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8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屏障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89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梵琦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17 广州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美菁纯金臻振动宠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菁纯金臻振动宠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菁纯金臻振动宠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2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美肌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32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妮水之语修护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42 广州加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蔻卓雅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78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香姿采积雪草柔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79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客雅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1 广州福客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美灯玻尿酸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玻尿酸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玻尿酸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8芦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6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玫瑰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8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积雪草清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91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JDIMHCN经典·美回春蒲公英酵母润颜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79998 广州爱都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07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苏珂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3 广州米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YSAY璀璨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5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依克多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18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幸运香香氛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25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妮水之语修护平衡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42 广州加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lie laide红石榴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红石榴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lie laide红石榴鲜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碧纯奢养美肌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55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几屏障培养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59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小甘菊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美灯滋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滋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美灯滋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干
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干
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干
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7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清爽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清爽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氏清颜世家清爽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8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熙氨基酸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098 广州名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柬秀清新润雅BB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11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迪珈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1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芯诗妍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23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动力之源 橙色佳人 活力清畅套盒 源
动力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24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云微冠清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29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3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姿柔绿叶玫瑰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3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悦宝身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49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珠翠贵妇奢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54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婷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72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媞纳斯清透美肌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85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金御坊植物素颜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88
聚禧（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兰娇DeiLanJo龙胆类蛇毒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97
广州市采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烁颜芝胸部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298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e Free倩姿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丽泉赋颜臻采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3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珠翠氨基酸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4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丽泉赋颜臻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06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欧蜜亚红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14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舒堂辣木籽控油健发植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15 广州发舒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Teliemaya缇丽美雅鎏金水光奢养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16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丽泉赋颜臻采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21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澳丽泉赋颜臻采烟酰胺亮肤原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22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澳丽泉赋颜臻采玻尿酸补水原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24
妙策士健康管理（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2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小核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3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舒纹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3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烁颜芝胸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49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六月日记烟酰胺多效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55
广州贝兰罗兰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瓣润焕现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60
广州可牛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39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品嘟啦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18 广州唯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芝兰花蜜养唇同心锁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29 广州一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鎏莎胶原冻干粉+梵鎏莎富勒烯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30 广州金碧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芍药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32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中健盛美家娇柔活能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35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CCU青春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440
创链（广州）电商科技有限
公司



SISYPHUS哑光柔润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04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UGX洛爵丝 裸色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36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寡肽美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4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玫瑰丝滑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5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神经酰胺水润手霜（芦荟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59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圣龄九肽胶原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63 广州圣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妮水之语修护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67 广州加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日秘颜玉容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76 广州华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OFS男士冰感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77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泪光卧蚕笔 S03香
槟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7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丝诺柔畅深邃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81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OWENJAMES丝绒雾面巧克力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84 广州森泊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058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NbleFly调·组合营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609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673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刷脸娃娃高端奢侈童龄紧致套-寡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674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云微冠清颜净肤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687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安奈雅亮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亮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亮颜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芍药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21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UANGYUE双悦秀发营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34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控油养肤妆前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控油养肤妆前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控油养肤妆前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3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媚瑞诗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49 广州百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博士奢耀清透洁面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56
广州伊美博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e美人珍萃红酒酵母多糖焕彩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60
广州市贝丽芬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轻宜美寡肽修护冻干粉+轻宜美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72
广州博硕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靓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74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护婴童维E营养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75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水嫩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81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措公主 轻柔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91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类蛇毒肽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9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护婴童草莓滋养洗发沐浴露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0280795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梦思妤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思妤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思妤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护亲子椰油水嫩润肤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09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17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17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绿海藻淡纹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17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2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PSPeTIDE康普斯肽紧致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29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颜多多肽眼部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31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3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HFH鲜花精华果冻变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54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清透美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66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曼姬亲肤光感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67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velevins 植萃幻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73 广州运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澜 盈润补水营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888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紧致凝肌螺旋藻润泽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09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四季康妍平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14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玥神经酰胺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1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清颜净肤无暇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28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29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0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欣己迷迭香鼠尾草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3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6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渐变眼影03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4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森水之谜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5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森水之谜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5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森水之谜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5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0953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容颜计东方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18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己迷迭香头皮洁净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20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欣己迷迭香滋润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26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52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FC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5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修护冻干粉+臻爱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5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泥坊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60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蜜语冻干粉+臻爱蜜语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6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漾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1真宙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78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2宝石尤物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82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3艾帕索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83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4天方夜谭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85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云雾慕斯哑光唇釉-M06黑魔术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87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景恋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095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 橙色佳人 活力清畅套盒 舒
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00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和本舒缓精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05 广州和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朴春熙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朴春熙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朴春熙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11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靓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20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美媛净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26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几何曲动力滋养触感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3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日俏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3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日俏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3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日俏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3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HARM FOR YOU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36 广州红伊俏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FOR YOU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46 广州红伊俏化妆品有限公司
梓泉焕颜多肽膜+焕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52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梓泉焕颜多肽膜+焕颜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52 广州宝臣日化实业有限公司

梦凝香凝采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凝采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凝采轻透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7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I·OU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7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奢蓝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7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色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84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在堂 老姜王原浆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85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蜜肌水凝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89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清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19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提亮
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54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家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55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清颜蜜肌透亮光泽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77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度源摩丽柔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1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磐妍逆龄多肽蛋白粉+逆龄多肽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2 广州欣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妍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3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度源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4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臻颜靓肤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6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清颜蜜肌微分子密集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7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几何曲疏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89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蜜肌水感清爽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92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蜜肌密集水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296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姬优品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肌源设计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源设计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源设计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肤定制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肤定制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肤定制师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莹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蔻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蔻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蔻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尔妃蒂沁润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尔妃蒂沁润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尔妃蒂沁润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2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YSO肌肽净颜溶酶液+肌肽靓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30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几何曲焕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6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ACHINAS焕颜修护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6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几何曲舒润嫩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66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R02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0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几何曲婷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1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曲莹润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3
广州市纯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ACHINAS菁纯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BRP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5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V密码脸部紧致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7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382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怡植萃养颜靓肤套盒-植萃养颜靓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2 广州宇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保湿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4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罗麒腹部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6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珀丽酵母双层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珀丽酵母双层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珀丽酵母双层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NORMANLISHA SOD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09
广州鑫仪美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罗麒腹部肌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10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 ▏FEICHUN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18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柒日秘颜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20 广州华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养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23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2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灌提拉紧致胶原肽粉+寡肽逆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30
广州驻颜时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馨家多效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32 广州家馨贸易有限公司

悦漾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7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7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7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懿琪美美姿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482
广州市雅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洛芙壳多糖水咚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洛芙壳多糖水咚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洛芙壳多糖水咚咚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1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蕊燕窝润泽水感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22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传骑植爱倍护橄榄修护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2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约肤山羊奶爆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36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良诣紫草护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40
广州艾比泰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娇泥坊美肌颜修护冻干粉+美肌颜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646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2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64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7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葆芬娜蜜爱佳人套-舒润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7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倩丽莎香氛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80
广州市华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肤泉植物养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84 广州韩璐贸易有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蚕丝臻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90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果优然牛油果顺滑保湿营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793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燕窝润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02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肌肽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10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肤源春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源春草本清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WACHINAS净透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17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修护精灵多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25 广州雪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兰街五号焕颜晶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26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芊姿美态臻颜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1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芊姿美态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2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芊姿美态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3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芊姿美态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4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雪佳漾清透水润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清透水润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清透水润肌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3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寡肽角质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40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莎嫚菲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44 广州硕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洋枝花植物精粹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46 广州市婵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梵香水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48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随美人水漾亮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50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肤泉植物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55 广州韩璐贸易有限公司
XISILII希偲里海洋鱼子酱保湿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SILII希偲里海洋鱼子酱保湿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SILII希偲里海洋鱼子酱保湿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良诣紫草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63
广州艾比泰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肤妮素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71
广州兰肤妮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葆芬娜蜜爱佳人套-蜜爱佳人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78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葆芬娜蜜爱佳人套-蜜爱佳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79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媛霓美蓝铜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894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肤泉植物养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02 广州韩璐贸易有限公司
YOJIYUAN优肌源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05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润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润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鱼子酱润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依克多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2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多肽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38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4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小兔汤姆种子胚芽婴宝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42 广州红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尔曼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54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BESTLING佰伶秀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5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eet mint绒感雾光丝滑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67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芭莎类蛇毒肽紧致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68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玺瑞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修护多肽冻干粉+维姿龄修护多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修护多肽冻干粉+维姿龄修护多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修护多肽冻干粉+维姿龄修护多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修护多肽冻干粉+维姿龄修护多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19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美净水动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00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昔六胜肽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02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戈莱倍尔玻尿酸次拋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03 广州米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RSUL汝丝复活草植物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18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美净黑头洁净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19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龙胆草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2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卡黛FAKADAI塑颜亮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55
广州法卡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YSO肌肽修护溶酶液+肌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56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暨美靓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5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breathing herbs榡呼汲 植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073 广州靛堂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掌荟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TR01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22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cocoser 星秀持妆炫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23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25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莓弱酸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6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莓弱酸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6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蓝莓弱酸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6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随美人水漾亮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64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品舍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87
广州香昔慧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滋润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2191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福元  畅爽动力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06
广州亚金养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火山岩泥毛孔清洁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火山岩泥毛孔清洁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火山岩泥毛孔清洁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掌荟焕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2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粤恒湘清和霜（新） 粤G妆网备字2020282266 广州粤恒湘商贸有限公司
oboc滋润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2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CAYSIQ 凯丝绮滋润修护唇部打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29 广州凯丝绮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美净雨润净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46 广州焱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赐帅老姜汁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5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奢美摩提胶原冻干粉+摩提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69 广州恒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蕊净颜祛痘精华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71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玛蒂莎亮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7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嬨姬草本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草本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嬨姬草本能量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7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美玛蒂莎亮润滋养液+盈亮肽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2383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6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6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60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芸羽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68
广州兰芸羽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TOPDHG 修护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9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修护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9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修护木瓜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94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又柔老姜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2499
广州市汉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弥月妈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弥月妈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弥月妈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弥月妈妈护理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珠翠香氛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21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马鞭草酮迷迭香精油+老夏
手工社霍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26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薄荷精油+老夏手工社霍霍
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3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佳漾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5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5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烟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52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角色扮演睫毛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7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言牛奶蛋白焕采凝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牛奶蛋白焕采凝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言牛奶蛋白焕采凝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rrmii小芈生姜精华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583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1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1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1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冻干粉+抗
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冻干粉+抗
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菲诺奢十七抗皱逆龄美肤套-抗皱逆
龄美肤溶媒液+抗皱逆龄美肤冻干粉+抗
皱逆龄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蜜肌多倍水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83 广州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克丽诗朵净肤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693 广州亚创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随美人水漾亮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37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嘉美玻尿酸雪肤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40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妤鲜花青萃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48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芯欧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54 广州艾诗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熙氨基酸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62 广州名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PL 奶酪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6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奶酪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6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奶酪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63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阿貝阿妈百草屁屁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73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MORANDI莫兰迪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81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燕窝润泽水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79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LIFANG苗俪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04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保丝捷红色粉黛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05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蜂蜜可可黑糖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蜂蜜可可黑糖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蜂蜜可可黑糖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0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茉莉玫瑰海盐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茉莉玫瑰海盐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尔朵AOERDUO茉莉玫瑰海盐身体磨砂
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10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仁堂调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16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可塑美眸胶原蛋白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17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粉妹龙血精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26 瀚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織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2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粤恒湘清通霜（新）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29 广州粤恒湘商贸有限公司

卡诺娜金色天使香水（鎏金版）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40
广州卡诺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AOLIFANG苗俪方玫瑰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57 广州华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嘉美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63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Diray House游园惊梦三色修容粉盘01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64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ray House游园惊梦三色修容粉盘02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66 广州名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焕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80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清透美肌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85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仟名媛悦耳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悦耳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悦耳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嘉美滋润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93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叶嘉美玻尿酸雪肤润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2897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益生年氢柠檬果皮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益生年氢柠檬果皮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益生年氢柠檬果皮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益生年氢薰衣草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益生年氢薰衣草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益生年氢薰衣草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九仟名媛悦耳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悦耳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悦耳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GL丝绒小高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中国红鎏金凤凰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4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劲能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劲能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劲能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霏绮柔润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8 广州尤艾日用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小王子鎏金城堡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8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养多肽水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92 广州悦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望玫瑰原液还原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94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9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9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2996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迈吉丽纳米水润高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00 广州艾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倍润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0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之香舒缓美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22
广州易圣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余几Vc营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2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binglan法冰蘭轻盈无感浓墨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莱丽魅眼速干眼线笔 0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7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依莱丽魅眼速干眼线笔 04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8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荷.玥容玥色当归肩部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玥容玥色当归肩部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玥容玥色当归肩部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3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芝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41
广州美丽肌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美姿鳄鱼油舒缓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46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藻萃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48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矿物质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矿物质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矿物质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6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尔曼娇润滋养美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66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焕颜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77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柔雾哑光丝缎口红
（88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79
广州铭泽恒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柔雾哑光丝缎口红
（88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79
广州铭泽恒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柔雾哑光丝缎口红
（88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79
广州铭泽恒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G玻尿酸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G玻尿酸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G玻尿酸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G玻尿酸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和金艾舒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和金艾舒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和金艾舒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9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焕肤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099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玫瑰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0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仁堂臻致美润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09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織顔保湿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U.yi尤一寡肽柔肤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寡肽柔肤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寡肽柔肤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定格紧致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34
广州时光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若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15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OMISS二裂酵母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二裂酵母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二裂酵母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1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Fabinglan法冰蘭行云流水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1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润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润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润胸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3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欣尚SKYSHINE靓眼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69 广州市欣尚贸易有限公司
臻馨艾妮草本赋活能量套-草本赋活能
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7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清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72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仟名媛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藻萃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87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馨艾妮草本赋活能量套-草本赋活能
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49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润美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38 广州铭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39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焕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1亚麻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1亚麻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1亚麻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4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2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2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2焦糖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3气质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3气质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精致微描纤细眉笔03气质灰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46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嘀弹力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54
美哆嘀网络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MAC希摩嗳思璀璨夺目自动旋转眉笔04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58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寡肽角质修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66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一朵茉莉香舒身体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73
广州合诚健保日用品有限公
司

CMAC希摩嗳思璀璨夺目自动旋转眉笔02
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76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MAC希摩嗳思璀璨夺目自动旋转眉笔01
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83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丝蛋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84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MAC希摩嗳思璀璨夺目自动旋转眉笔03
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86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禾美诺芦荟温舒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MAC希摩嗳思璀璨夺目自动旋转眉笔05
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59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精致易画自动旋转眉笔01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13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精致易画自动旋转眉笔03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22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扮梦宣颜精致易画自动旋转眉笔05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27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メイクアップセットスプレー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3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OGUEANDGRACE奢华自动旋转眉笔01咖
啡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35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UEANDGRACE奢华自动旋转眉笔03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37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OGUEANDGRACE奢华自动旋转眉笔05灰
棕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39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缔纳玻尿酸净颜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52 广州缔纳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结义地江水抗皱修护金箔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0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CNRS多肽透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玫瑰酵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玫瑰酵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靓颜玫瑰酵素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纳集胶原凝肌精华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6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姿采人参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69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清逸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清逸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仟名媛清逸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焕颜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7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藏养阁清舒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679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俪肌醒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1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俪肌嫩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1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 海盐滋润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17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蝶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滋润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2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养阁清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40 广州健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4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达清烟酰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53
广州市兑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WHW轻奢焕采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57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亚依克多因青春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6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雅莉斯清透美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1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4#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5#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6# 粤G妆网备字20202837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缔伊元素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伊元素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缔伊元素焕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5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land hairs人参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58 广州市发域商贸有限公司
科纳集胶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62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land hairs何首乌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63 广州市发域商贸有限公司

寻品汇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7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HWHW奢养盈润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79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肩颈草本清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结义地江水精纯亮彩明眸眼部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5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结义地江水精纯亮彩明眸眼部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899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兹美芬香沐浴露（蜜意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01 广州宝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1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2#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7#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8#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桃花焕颜眼影盘9#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红花护肤品蜗牛补水保湿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24 广州欧妮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KKI香水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2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NARROW LANES聚点单色眼影S03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47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聚点单色眼影S02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53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RROW LANES聚点单色眼影S01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57
广州追梦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瑞妮斯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我的魔法口袋焕肤透亮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6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京度六胜肽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69
广东迪魔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OFS男士水嫩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0283979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俪肌嫩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澜 盈润补水精华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88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藻萃鲜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89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八色岩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91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八色岩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91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八色岩石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91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UKKI绵羊油植物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94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含翠诗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29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口红Z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0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口红Z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0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魅彩幻色口红Z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03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丝绒哑光不沾杯口红M-
8902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1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洛蒙青春活力唤醒套-青春活力唤醒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洛蒙青春活力唤醒套-青春活力唤醒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洛蒙青春活力唤醒套-青春活力唤醒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KAEYAN焕颜修复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2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93sk1in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33
广州金惜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晶澈密集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50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之秘多效焕颜粉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61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6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ESOULYER苏蜜雅芯颜日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74 广州雅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良肌二裂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384
广州可牛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久慕王妃藻萃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11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沁润保湿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SECECO樱诗蔻花香清爽控油去屑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15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INSECECO樱诗蔻花香氨基酸柔顺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23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之秘多肽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41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ANMEI 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1
研美（广州）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姿容花玻尿酸滋养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容花玻尿酸滋养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容花玻尿酸滋养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象美人柠檬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美人柠檬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美人柠檬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5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四季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61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ziran舒润多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73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妃莹润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雀妃莹润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雀妃莹润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8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倩丽莎烟酰胺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497
广州市华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闪赞复古油头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04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含翠诗净肤液壹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07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含翠诗净肤粉贰号+净肤液叁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0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含翠诗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1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含翠诗雪颜净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14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翁妮复古油头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1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muLoveliest抹茶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抹茶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抹茶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YAHQIAO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HYAHQIAO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2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s Coody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35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发多肽营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3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碧丝蛇毒肽胶原蛋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41 广州优碧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4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43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渼康水元素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50
广州心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瑞妮斯美肌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卡淳美玫瑰花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60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美姿倍润柔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61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8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80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资草汉方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资草汉方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8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娜名媛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90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品荟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0594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水太极臻颜美肌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02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Befuryo贝芙语修护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11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之秘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13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渼康玻色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16
广州心美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凝香水光润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2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水光润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2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凝香水光润养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2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YCNRS龙胆精粹寡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1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玳芙舒缓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2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dy金丝肽气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金丝肽气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金丝肽气垫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富勒烯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富勒烯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富勒烯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烟酰胺熬夜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烟酰胺熬夜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烟酰胺熬夜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瑞妮斯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瑞妮斯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佰萃泥依克多因屑净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50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净肤膜+焕颜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5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颜秘密黄金蜂蜜小雏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6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黄金蜂蜜小雏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6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黄金蜂蜜小雏菊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6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6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68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园竹语芍药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76 广州安琪拉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WO耐沃璀璨珍珠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688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兴堂养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04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平痘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11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沙龙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19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爱瑞妮斯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姿莱琊化妆师眉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4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姿莱琊化妆师眉笔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6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28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NIS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50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媛多肽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53 广州琳杰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柒日秘颜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55 广州华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蛋白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66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品荟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67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泪光卧蚕笔 S02人
鱼泪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7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兴堂润养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75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菁蕾蓬松丰韧头皮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78
上略（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花渐养肤精华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96 广州花渐网络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烟酰胺滋润透亮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79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 玫瑰时代玻尿酸补水保湿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1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沁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沁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沁润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青春焕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yi尤一玻色因遮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玻色因遮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玻色因遮瑕修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芙媞至臻养肌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13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舒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27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妍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5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5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5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5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60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芙媞至臻养肌润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63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尔曼凝润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65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6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夏尔曼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77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芬美姿寡肽水润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80
荟富（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EMVGER玫曼集蛋白靓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83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EMVGER玫曼集蛋白靓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886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肤妮羊胎素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03
广州兰肤妮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姿诗莜美提拉紧致面膜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17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18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20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母然钻石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钻石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母然钻石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MYCOLORTEMPTATION 二合一滚珠按摩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5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沁润秘香柔顺滋养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沁润秘香柔顺滋养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NYN欣颖沁润秘香柔顺滋养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夏尔曼凝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7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7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7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7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39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6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气垫妙色口红04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2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灿屏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48 广州芷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灿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52 广州芷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颜康 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58
广州市清禾瑞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 补水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66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沐灿屏障维稳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68 广州芷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6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6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6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尔曼凝润保湿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81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夏尔曼凝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82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夏尔曼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0986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黎肤泉植物养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05 广州韩璐贸易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多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3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多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3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多维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3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焕颜鲜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焕颜鲜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韩伦美羽焕颜鲜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4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HANSHIJING韩世景水漾丝柔口红礼盒 
01元气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49
韩世景（广东）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HANSHIJING韩世景水漾丝柔口红礼盒 
02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0
韩世景（广东）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HANSHIJING韩世景水漾丝柔口红礼盒 
03烈焰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1
韩世景（广东）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HANSHIJING韩世景水漾丝柔口红礼盒 
04宫墙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2
韩世景（广东）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HANSHIJING韩世景水漾丝柔口红礼盒 
05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3
韩世景（广东）化妆品科技
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多肽素颜基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氨基酸活氧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5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江山美太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美太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江山美太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71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之源活性保湿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091
广州市芭迪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安汭熙  焕肤营养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  焕肤营养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  焕肤营养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0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修护肌活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17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18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姿美皙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2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AUTⅦ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29
广州拾叁幺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乐佳妍润颜修容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4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茜如娇乳酸杆菌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乳酸杆菌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茜如娇乳酸杆菌冻干粉原液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52 广州至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景恋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178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修护黄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27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进阶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3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进阶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3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进阶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3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蕊瓷肌焕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39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基础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4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基础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4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威格菲（WGFEI）天然维他命C精华液
（基础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4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蕊瓷肌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44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浣蜂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一漾美调理修护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64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诗浣蜂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蜂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夏尔曼金箔凝粹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90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诗浣姜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姜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姜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浣姜能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2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BEIAI心蓓爱复活草水活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05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约肤紫苏清洁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11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NBEIAI心蓓爱藏红花舒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16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22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34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复活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3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7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遇见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8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情故事玻尿酸多效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1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遇见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7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花遇见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59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含翠诗熙美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60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遇见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62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Daifu代芙水漾雪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364 广州代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遇见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01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清丝雅生姜精华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23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35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 深海鱼籽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 深海鱼籽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 深海鱼籽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VAN KOM玻色因肌肤护理套装-玻色因
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38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活氧水漾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42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愈道十八水漾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44 广州鑫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莱丽魅眼速干眼线笔 05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62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爱情故事玻尿酸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69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升艾堂能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升艾堂能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升艾堂能量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呵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呵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呵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14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绰约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菜菜美食日記焕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10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 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曼迪 美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ILIT施美嘉利玩妆绚彩眼线液笔M04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ILIT施美嘉利玩妆绚彩眼线液笔M04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GEMILIT施美嘉利玩妆绚彩眼线液笔M04
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2 广州本然真化妆品有限公司

妝印蜂胶去黑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24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ZA复活草凝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ZA复活草凝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ZA复活草凝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梵皙凝脂玉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47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澜姿肌底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50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安祖美紧致提升精华液+紧致提升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53 广州市安祖美美容有限公司

雅芙纪高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58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的九次元氨基酸水氧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59
大成有爱（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爱乐莉胎盘素修护冻干粉组合（胎盘素
修护冻干粉+胎盘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61
广州拾叁幺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EAJORN易妆精致塑形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69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蔻美媛焕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70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活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74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codo蜂王浆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codo蜂王浆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rcodo蜂王浆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15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芭莎氨基酸茄子泡泡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08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yayam欧雅妍凝脂贵妇蜂窝减龄抚纹活
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15
广州明鑫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主人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17 广州市小主人科技有限公司

随美人水漾亮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72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美珀乐紫茉莉焕颜奇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78
广州艾美珀乐护肤品有限公
司

LIANXI恋玺净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89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草本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草本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草本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活力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活力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活力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臻美草本活力套-臻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清玉泥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1698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妝印蜂胶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00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梵皙凝脂玉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02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妝印蜂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03
广州美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梵皙凝脂玉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06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肌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16
广州索芙特雪肌化妆品有限
公司

量矢光年火山泥深层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27
量矢光年（广州）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简馨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49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木零道氨基酸香氛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55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美诗纯肌靓肤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60 广州品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瑷妮温润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温润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温润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美肌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美肌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光美肌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7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街五号氨基酸温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783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米澜姿舒缓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823
百年凯蒂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简馨驻颜透亮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870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眯眯眼贵妇焕亮香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872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蔻美媛净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887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梵皙凝脂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894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瑞妮斯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1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丽兰美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17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IANTANG随安堂植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19
广州市随安堂中医门诊部有
限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2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AYGIRIM香氛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2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荷.玥容玥色七子美颜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玥容玥色七子美颜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荷.玥容玥色七子美颜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3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肤一族男士多效去黑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4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多效去黑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4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男士多效去黑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4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措公主 柔滑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62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瑜鱼子酱精华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76
广州老名唐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織顔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8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摩力刷焕颜青春紧致组合-焕颜青春多
肽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0199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轻盈透气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1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轻盈透气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1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轻盈透气定妆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1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小分子冻龄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2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薇啦六胜肽盈养水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27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啦六胜肽水嫩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31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清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32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啦六胜肽水嫩柔肤晶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40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梵皙凝脂玉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43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美娜蜜蜂纤长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44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二代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48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二代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57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珀乐兰花紧致容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58
广州艾美珀乐护肤品有限公
司

薇啦六胜肽水嫩遮瑕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60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啦六胜肽水嫩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61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啦六胜肽水嫩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63 广州绿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美娜鹦鹉飞翘异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64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u Miss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67 广州诗玉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肤美清透亮颜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92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娇颜时光冻干粉+娇颜时光冻
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094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1#星夜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1#星夜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1#星夜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4#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4#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4#香芋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酵母活肤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7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3#宝石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3#宝石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3#宝石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0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2#蜜桃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2#蜜桃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晶彩眼线精致纤细防水眼
线液笔（02#蜜桃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1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瓷蕊酵母活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21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織顔植物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2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妍呂四重玻尿酸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24 广州七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小分子熊果苷提亮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41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二代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42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酵母活肤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4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茉氨基酸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50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经典款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51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经典款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53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经典款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55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馨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65 广州希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萱植物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71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六胜肽抗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17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潘多拉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01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潘多拉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02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04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肤美优肤小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86 广州柏俐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维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维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维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29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0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腰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腰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腰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17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2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2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腰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2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随美人氨基酸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37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 カラーマスカラ 
FB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3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索妮欧玻色因提亮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色因提亮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玻色因提亮焕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特西米酵水光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6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氨基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7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心注XINZHU积雪草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49
中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之初倾城印象胡萝卜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71 广州欧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7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織顔嫩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織顔草本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23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ESOULYER苏蜜雅芯颜夜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23 广州雅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后清颜修护套盒-芦荟多效平衡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25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真堂清畅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33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基底修护溶酶液+基底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35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活力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36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ZERBO积雪草养颜舒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3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兰街五号美颜呵护冻干粉组合-美颜
呵护冻干粉+美颜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38
嘉兰（广州）生物工程科技
有限公司

ZERBO沁水光透臻颜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4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真堂舒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64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65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馨缔美玻尿酸水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8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9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缔美青春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49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草本焕颜膜粉+诺妃魔颜草本
调膜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中琪悠蘭之家氨基酸8秒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13
国民大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琼俏VC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14 广州全鹏贸易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优化倍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1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洁净导出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波蒂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1
肆方合田（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秀如歌草本养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如歌草本养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秀如歌草本养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艾波蒂美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27
肆方合田（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索妮欧茶多酚夜间修护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茶多酚夜间修护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茶多酚夜间修护晚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布达以花知铭贵妇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3 广州市融信商贸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血树修护保湿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血树修护保湿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龙血树修护保湿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禄佰源焕颜遮瑕CC棒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1
广州市麒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47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4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妃魔颜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5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舒罗兰蒂臻宠容颜冻干粉+臻宠容颜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0 广州暨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花蕊粉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玫瑰花蕊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中琪悠蘭之家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6
国民大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仙美黎桃心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68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缔美马鞭草净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7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优化涂层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优化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优化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2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肌肤优化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3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露雅鹿胶原滋润顺滑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8
广州麦吉丽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黛丽雪姬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89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纪花园 丝柔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2596 广州米朵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水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凡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凡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凡多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多肽修护冻
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苹果干臻宠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07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樱花精粹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1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六胜肽抗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1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富勒烯水光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29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洛华侬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36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美泉睛彩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1 广州鑫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玻尿酸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馨缔美皮脂膜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4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5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珀乐兰胚抗氧化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55
广州艾美珀乐护肤品有限公
司

他莫净爽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61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他莫净爽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63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LABOMISS小分子玻尿酸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7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小分子玻尿酸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7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小分子玻尿酸钠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7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龙血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8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龙血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8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龙血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8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熙然艾叶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87
广州卡熙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9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9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ABOMISS脐带提取物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69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TIENTRI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04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水太极臻颜清爽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13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水太极臻颜亮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1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艾知方寸挚艾菁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28 广州市灏然科技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33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冻干粉+焕养净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3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冻干粉+焕养净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3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焕养净肤冻干粉+焕养净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3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邂逅水润香氛沐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46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rmii小芈生姜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747 广东鑫芈化妆品有限公司
dy酵母胶原蛋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酵母胶原蛋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酵母胶原蛋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4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滋养修护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滋养修护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dy滋养修护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05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靓肤隔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14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淡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淡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淡纹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3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景肤康茶树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36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暨汰优活水润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42
广州肌因美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韩颜皙多肽蛋白莹润亮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54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椰果纤维洁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椰果纤维洁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薇拉椰果纤维洁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5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land hairs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61 广州市发域商贸有限公司
O'rosety水嫩修妍隔离霜（皙肤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63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7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奶茶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70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i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7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i莱咪梦幻心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7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品荟清爽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894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倚后 提拉紧致精华面膜组合-多肽修护
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提拉紧致精华面膜组合-多肽修护
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提拉紧致精华面膜组合-多肽修护
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02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BEIOU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0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青春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0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i莱咪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laimi莱咪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aFanxi芭梵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aFanxi芭梵茜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戈莱倍尔玻色因次抛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20 广州米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小羊皮高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2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氨基酸净透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30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罗麒护体膏管理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32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女王至尊口红 436#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34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runfu法润芙女王至尊口红 999#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35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大尚品保湿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3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玻色因弹润焕亮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40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柒日秘颜亮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45 广州华龄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蛋白膜燕窝柔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46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罗麒护体膏管理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49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runfu法润芙女王至尊口红 405#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50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缔美玻尿酸丝滑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5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KS焕金魅感美妆三件套-焕金柔润丝滑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52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芙凯恋初恋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61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初恋焕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63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初恋毛孔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67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龙血臻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龙血臻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龙血臻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7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lchmet菲米迦嫩红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76 广州西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佩茶酵母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2977 广州如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因子冻干粉套-安肤修
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因子冻干粉套-安肤修
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修护因子冻干粉套-安肤修
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3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O’rosety水嫩修妍隔离霜（幻采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45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焕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焕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焕彩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玫瑰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69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弹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7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弹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7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科蒙胶原蛋白赋活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83 广州坤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佩茶酵母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84 广州如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瑞妮斯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8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谜品荟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91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O’rosety水嫩修妍隔离霜（亲肤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03094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二三四七苗家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3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二三四七苗家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3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木二三四七苗家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3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rosety丝滑轻盈粉底液（象牙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5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O’rosety丝滑轻盈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6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O’rosety丝滑轻盈粉底液（遮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07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多肽蛋白紧致抗皱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15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贝儿奢宠多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25 广州轩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睫触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29 广州睫对美商贸有限公司

珀曼琳黑钻奇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38
蓝朵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科博颜青春长水漾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42
青春长（广州）生命科学研
究院（普通合伙）

卡尔曼尼蓝莓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尔曼尼蓝莓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尔曼尼蓝莓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初恋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63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寡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0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积雪草清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积雪草清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积雪草清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佩茶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5 广州如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凡士林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8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ser 星秀焕颜三色遮瑕修饰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95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ser星秀焕颜沁润亮肤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98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ser 星光T秀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3199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然尚品魅采玻尿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01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敏修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安敏修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13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馨缔美玻尿酸修护舒缓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1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品荟玻尿酸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27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欧娜名媛保湿嫩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43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玫瑰补水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玫瑰补水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玫瑰补水精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4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界森林玻尿酸护颜柔雾遮瑕膏02#裸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51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无界森林玻尿酸护颜柔雾遮瑕膏0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52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无界森林玻尿酸护颜柔雾遮瑕膏00#象
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53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科美臣百脉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65 广州科美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RASSAR水漾弹润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66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植舒泉玻色因努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83
宗兰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珀曼琳黑钻奢宠妙龄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88
蓝朵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束氨基酸丝质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295
广州市微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若康美蛋白膜燕窝柔润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03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伊肤丽佰海洋之谜莹润光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05
广州市医肤丽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爱瑞妮斯防护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0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FOPT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23
广州市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周末假日九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2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32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DEAR SHINE亮丽流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33 广州市兰妍贸易有限公司

蕾妆荟蛋白舒爽祛屑香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52
广州美丽相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色利人光感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35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佛系润唇膏02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36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思红佛系润唇膏01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37 广东五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莹润舒缓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莹润舒缓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莹润舒缓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4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多肽抗衰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00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钶菲丽颜活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活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活颜新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0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六胜肽抗皱紧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12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积雪草养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1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颜皙多肽蛋白莹润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18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活新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活新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活新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颜皙多肽蛋白莹润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24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她莫水光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31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馨缔美神经酰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3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SYSQ诗语思亲马油特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35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曼琳黑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41
蓝朵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芃齐水感美肌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52
芃齐（广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芯诗妍多肽水光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55
广州鸿粤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ictoria's diary 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toria's diary 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toria's diary 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淳美臀部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64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胸部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7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7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7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77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腹部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8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全身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87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姿采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597
广州香姿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钶菲丽颜清爽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清爽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清爽洁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0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生皙颜水盈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04 广州天旭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多肽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0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蓝铜胜肽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1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馨妍百合花靓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31 广州露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馨妍多效臻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33 广州露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CIRUBIK光感焕颜紧致修护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34
一彤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馨缔美马鞭草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3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优美焕采修复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38 广州创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花遇见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42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茵妆玻色因塑颜修护冻干粉礼盒 玻色
因塑颜冻干粉+玻色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6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肌若水植萃奢护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71
广州利嘉妆研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雅莱圣菲焕采动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74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7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79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焕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8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焕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86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罗麒肩颈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88 广州罗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颈部润养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7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克丽茜曼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6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NSECECO樱诗蔻花香盈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00 广州乐家科技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罗马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馨妍清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07 广州露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20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创优美焕采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25 广州创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蛋白膜燕窝修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26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FANSSURE友淳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36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ANSSURE友淳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36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FANSSURE友淳多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36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卡淳美腹部植物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44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嫦蔻神经酰胺多肽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5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她莫水光润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69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美容院那些事蛋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72
广州美容院那些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蛋白靓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74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77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焕金魅感美妆三件套-焕金魅眸炭黑
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78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圣保丽星眸幻梦速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3791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莫水光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06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她莫水光润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09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1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马鞭草净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1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toria's diary 不死鸟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toria's diary 不死鸟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Victoria's diary 不死鸟焕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25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碤砬仙子植萃滋养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3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0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0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0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uami 奥花蜜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2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花吻之迷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5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霓虹之约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56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后清颜修护套盒-草本精萃舒缓面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61 广州欧汝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 . 樱花水光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7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颈部舒润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7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AI祖艾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86
广州引领者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醉樱花马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95
广州乌托邦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healand hairs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898 广州市发域商贸有限公司
YCNRS虞美姬水娃娃水润组合-水娃娃壹
号凝乳+一号水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3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W48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35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Xiansh仙诗华玫瑰精油润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sh仙诗华玫瑰精油润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sh仙诗华玫瑰精油润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嘉美玻尿酸雪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46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颜工坊黄金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56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银狐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银狐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韶华倾负笙夭十二色
眼影（银狐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5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芦荟净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6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芦荟净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6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芦荟净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6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Leave Girl享乐点心四色眼影L101#
（最爱之浓奶芋）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67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纪美时光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70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源菲蛇毒肽凝时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80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Leave Girl享乐点心四色眼影L104#
（你的可可甜甜）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84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墨旱莲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9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瑞纪美时光龙血焕颜修护冻干粉+龙血
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93 广州陶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3995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MAEMVGER玫曼集蛋白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06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京盾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08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京盾柔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14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臀部水漾修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2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VAN KOM玻色因肌肤护理套装-玻色因
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35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瑷妮腹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SEDO水光胶原蜗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49 广州韩爱俐贸易有限公司
晓梦芦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6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上臣芦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7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京佳芦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7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依布达以花知铭贵妇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93 广州市融信商贸有限公司
贝诗佳闪妆魔方冰雾蜜粉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95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闪妆魔方冰雾蜜粉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04097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盾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02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NADUO如初少女颜逆龄紧肤套-逆龄紧
肤精华素+逆龄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14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旬靓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22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W 青春活性酵母胶原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35 广州宫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柬秀富勒烯水漾弹弹乳(A)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36 广州柬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滋养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5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land hairs头皮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68 广州市发域商贸有限公司

依美咖头皮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84
广州市舟谱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9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9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9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来态度依兰薰衣草精油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4197
云朵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依美咖头皮植萃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12
广州市舟谱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叶嘉美安肌舒缓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19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花津浦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2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淳美颈部养护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26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蜂迷毛发护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29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UVVY水杨酸冰淇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30
广州蛋宝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姿恋氨基酸净润保湿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35
广州市白云区迪诗美美容仪
器厂

张大猫香氛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39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Leave Girl享乐点心四色眼影L103#
（提起你的甜橙）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44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ve Girl享乐点心四色眼影L102#
（心心之蜜桃奶盖）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46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馨妍朝兰幕菊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49 广州露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尔蓝钻香水蛋白润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50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源菲弹嫩美肌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53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P53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56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P54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57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B55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58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GRODOM二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65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莉源菲冰肌悦活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68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追然莹润焕颜蛋白溶酶液+莹润焕颜蛋
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72 广州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迷墨旱莲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7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淳美胸部臻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79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Y50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90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B51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9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卡淳美臀部植萃润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297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runfu法润芙女王至尊口红 05#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06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生皙颜净透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10 广州天旭化妆品有限公司

SOJINJACOBCHAN神经酰胺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11
广州丽播芊金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卡淳美胸部滋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12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腹部舒缓润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1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之源 橙色佳人活力清畅套盒 青春
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21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范维斯男士火山岩滋润锁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22
广州范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步月溪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32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SEOMOU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35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柏慕森生姜滋养健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36 广州星愉贸易有限公司
SVANCAIR善材维E精纯橄榄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VANCAIR善材维E精纯橄榄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45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盾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47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茁美维E精纯橄榄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5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茁美维E精纯橄榄护肤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51 广州禾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生皙颜弹力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54 广州天旭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迹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迹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迹燕窝蛋白多效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贾古拉山茶花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4
乐肤健康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姝米雅清润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米雅清润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姝米雅清润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生皙颜透润莹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71 广州天旭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ma around净颜靓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74
广州市安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斯·诺雅酵母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86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斯·诺雅红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8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盾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91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KANDILYA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NDILYA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NDILYA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399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丽妆园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08
广州彤黛细胞再生医学研究
院

oboc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0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无界生姜润泽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14
广州花萱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傲龄博士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胸部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Appeal To沉香修护自然魅美发笔（01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69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Appeal To沉香修护自然魅美发笔（02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70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润娲草本沐浴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88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胶原蛋白奢宠滋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89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碧纯赋活奢养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9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润妍精粹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499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修护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修护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修护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arunfu法润芙女王至尊口红 08#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6
广州法蒂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赋活奢养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7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润妍精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8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赋活奢养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09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赋活奢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10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唇影雾吻不沾杯口红 01#
醉酒雅韵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14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唇影雾吻不沾杯口红 02#
玫瑰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16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唇影雾吻不沾杯口红 03#
暖茶圣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1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润透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2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润透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2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青春紧致能量套（润透型）-青春
紧致能量粉+青春紧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2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唇影雾吻不沾杯口红 04#
迷棕暖情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2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呂铂金奢宠娇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31 广州七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3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4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4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4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神经酰胺修护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5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虾青素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5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蓝铜胜肽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6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缔美玻尿酸按摩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6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GRODOM二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67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洛华侬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7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盾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80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慕敷多肽紧致精华素+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81 广州慕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顏御草草本藏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87 百世（广州）医药有限公司

纤碧纯赋活奢养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9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润妍精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96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润妍精粹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597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予诗妍富勒烯胶原蛋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00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约肤氨基酸盈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03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ErNi自然肌肤·眼肌订制套-眼部优
化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09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盾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21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养妃堂多效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54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焕颜嫩亮贵
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58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FLOWERSPEAK花语焕颜亮肤四件套-花语
焕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0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碟美蔻极光臻致焕肤套盒-极光臻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花源发端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71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花源发际保养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74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约肤绿茶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77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京盾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78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维尔娜臻颜奢宠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1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品优一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3 广州百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尔娜臻颜奢宠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7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6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漾莹亮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莹亮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漾莹亮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0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京盾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04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范维斯男士火山岩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12
广州范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约肤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24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琳维儿逆龄时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46 广州浩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灵动温护草本套-灵动温护草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4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二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57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花津浦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60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菩皙提蛋白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65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OY洛神花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71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津浦净颜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8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ODOM二裂酵母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8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花津浦净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8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健安臣顺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796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皙提迷迭香滋养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05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芙蔻龙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肤御庭兰花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帛美莱龙胆舒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22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姿恋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50
广州市白云区迪诗美美容仪
器厂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焕颜悦色修
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51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特西雪莲锁水护理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58 广州品鼎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CBR酵母冰川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61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GAR肌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69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72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权博士皮肤角质修护冻干粉+皮肤角质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82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妆塑形丰盈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94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宠爱易画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97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899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芭莎类蛇毒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09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OSOER黑头软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20 广州花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立樱花精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樱花精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樱花精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3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辰金箔鱼子美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4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IOY绿茶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42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ODOM二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3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满颖海藻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海藻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满颖海藻润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凡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组-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凡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组-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凡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组-虾青素修
护冻干粉+虾青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49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屏障分糖传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13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伊晴流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丽伊晴流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丽伊晴流光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若康美蛋白膜燕窝柔润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8
般若伯格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美颜辰逆时空明眸眼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2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丝滑持久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46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塑型立体易画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49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易画柔滑拉线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51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安臣控油轻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62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密罗木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7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欣兰奇洛芙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7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欣兰奇洛芙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7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欣兰奇洛芙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7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8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8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8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女王传奇紧致细滑天鹅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SSAR活能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2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SSAR清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098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维尔娜臻颜奢宠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02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SLand多肽赋活粉+多肽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03 广州姿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育兴堂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05 广州玖沐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苗坊百草舒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30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屏障分糖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3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妞山茶花滋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4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妞山茶花滋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4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妞山茶花滋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42
广州市百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furyo贝芙语眼部抗衰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44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IGIOR琉金胶原紧致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49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黔岭一方舒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0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精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精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绿茶精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冰雨老姜汁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3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冰雨老姜汁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3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冰雨老姜汁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3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尔娜臻颜奢宠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57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64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秘语舒养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66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SSAR纯皙焕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67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芷悦莱透明肌套盒-美肌精华液+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68
广州伊莱医学护肤品研发有
限公司

美迪智时光美肌套时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0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嫃霓奢养润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2
妆巴巴（广州）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韩薰烟酰胺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薰烟酰胺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薰烟酰胺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WHW奢润舒悦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8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HWHW奢养盈润香氛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5199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HWHW乳木果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0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源益康竑源益康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益康竑源益康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益康竑源益康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2 广州双拾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HWHW洋甘菊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5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HWHW橙花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07
广州秋名山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RASSAR水漾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19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RASSAR臻萃新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22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草芙蜜CAOFUMI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30 广州翻金斗贸易有限公司

WACHINAS鎏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43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WACHINAS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5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Oyayam欧雅妍蜂胶精华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68
广州明鑫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yayam欧雅妍凝脂贵妇舒润修护润养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72
广州明鑫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腹部淡纹修护冻干粉
+An Rlaa安·罗拉腹部淡纹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75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斯妮露蓝铜胜肽熬夜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27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0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gAo帝高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0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潘多拉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07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YINGWAN映婉粘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09 广州施奈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ynjnmofo樱井魔方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10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1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1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1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LAN迷兰女王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18 广州朵妍贸易有限公司

谜品荟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22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解谜水波纹浮雕腮红（蜜桃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24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淑姵美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肤海藻泥焕颜净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海藻泥焕颜净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海藻泥焕颜净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舒缓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44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LEM·MISS YITA韩妆依她意大利浮雕
艺术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48 广州嫒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丁兰自然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5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丁兰自然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5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丁兰自然控油蓬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55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6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品荟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68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蓓澜雅莹润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0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舒爽柔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舒爽柔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舒爽柔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2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女神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7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麗坊鞣花酸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86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玻色因鎏金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88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89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满可琳胶原蛋白水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91
广州雅蒂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富勒烯童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94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水光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39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yi尤一虾青素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1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1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1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麗坊鞣花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14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三木零道氨基酸香氛修护轻羽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15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玻色因活颜舒缓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22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玻色因活颜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27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富勒烯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33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姬麗坊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42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兰荟 控油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49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2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2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2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6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巴米莉 紧致逆时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67 广州吉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7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7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绵羊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7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澜雅植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78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姬麗坊氨基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8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水感莹润遮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49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畅养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12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麗坊伊克多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1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予诗妍玻色因胶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21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姬麗坊伊克多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2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ErNi自然肌肤·眼肌订制套-多效优
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26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姬麗坊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27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贝露视黄醇紧塑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37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皙提生姜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41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缔美虾青素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4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净透卸洗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47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NICO天鹅绒轻粉饼01浅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4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莉娜七感多效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52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色豆美肌轻盈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56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汉方仟草汇悦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悦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悦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59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植萃保湿滋养
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6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蜜娅柚柚小苏打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69 广州市欣侬贸易有限公司

维尔娜臻颜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86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快克舒舒缓滋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9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快克舒舒缓滋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9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快克舒舒缓滋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598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丝雅生姜精华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28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植萃靓颜沁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32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焕亮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36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颜皙多肽蛋白莹润亮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39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焕颜亮肤奢
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40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嫃霓润泽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41
妆巴巴（广州）实业发展有
限公司

阿貝阿妈婴儿植物紫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44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野人森林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48
广州野人森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貝阿妈婴儿植蜜BB橄榄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54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韩颜皙多肽蛋白莹润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55 广州妍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碧纯植萃靓颜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58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妃堂补水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65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妃堂多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68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7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7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7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JazzCat雪绒蓬蓬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5676 广州市和路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rmage塑美极滋养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00
嘉荟医康养（广州）中医研
究院

维尔娜臻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08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EAR HEART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1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1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1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平衡肌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平衡肌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AR HEART平衡肌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尔蓝钻香水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733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诗泽多效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5996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美诗泽植萃调肤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5997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美诗泽植萃调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5998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爱敬克拉洗丝 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28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 カラーマスカラ 
AR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3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 カラーマスカラ 
BD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3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 カラーマスカラ 
WR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3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蓓澜雅莹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54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梳滑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6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滑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6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滑保湿定型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61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维虫草灵芝赋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赋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赋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臻采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臻采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臻采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晶透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晶透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晶透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水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水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水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7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美态臻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6097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刷脸娃娃 高端奢侈童龄紧致套-逆龄胶
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03 广东中海药业有限公司

YILSNOW奢宠悦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24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广氏臻提拉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28
广氏臻国际品牌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韩娜积雪草莹润补水软膜1剂+积雪草
莹润补水软膜2剂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38
广州利嘉妆研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帝皇蜂姿多效双萃精
华露 帝皇蜂姿淡纹修护乳+帝皇蜂姿紧
致弹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5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BR山茶花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57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 STIUS丝绒唇膏07 PARADISO桃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61 广州华宇盈通贸易有限公司
TF STIUS丝绒唇膏16 SCARLET ROUGE番
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64 广州华宇盈通贸易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水肌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68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缇丝滋养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79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arm诱惑炫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82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眼部细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188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A&H HAIR MASK AH7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HAIR MASK AH7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HAIR MASK AH7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CONDITIONER AH6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CONDITIONER AH6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CONDITIONER AH6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清洁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6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A&H SHAMPOO AH5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SHAMPOO AH5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H SHAMPOO AH5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1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織顔肌底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3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德纷丽氨基酸滋润亲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42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悠赞燕窝胶原蛋白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45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澜 盈润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50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纳滋拉花之梦清冽木质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53
广州陪喜千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二裂酵母爆水丝滑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58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G49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59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m&Wapiti榆鹿指甲油冬日露营地系列
DP52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63
榆鹿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6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植萃靓颜沁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75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植萃靓颜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28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薏菲控油轻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10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纷丽氨基酸滋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17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德纷丽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19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晨曦韵香抗皱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20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兰奢轻颜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27 广州集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奢轻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37 广州集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多肽修护紧颜粉+多肽修护紧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多肽修护紧颜粉+多肽修护紧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丽美肌多肽修护紧颜粉+多肽修护紧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3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美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4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美涵逆龄活肤素+逆龄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45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一朵茉莉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46
广州合诚健保日用品有限公
司

品零孔雀石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零孔雀石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零孔雀石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5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小黑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67 广州雪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亲肌幼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72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她萃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7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萃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7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萃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7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TWG 水光润肌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76 广州容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界森林轻透柔雾丝质粉底液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0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无界森林轻透柔雾丝质粉底液00#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1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CYCY白泥净澈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YCY白泥净澈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CYCY白泥净澈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2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奢轻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85 广州集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净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2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梳滑保湿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滑保湿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梳滑保湿修护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3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颜女神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7 广州茗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多肽柔润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398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03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纽伊兰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0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签吻芳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12
广州金天芳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妃堂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20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养妃堂补水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23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馨初颜聚美多肽修护组合-聚美多肽
修护冻干粉+聚美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30
广州飞华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EIMIKOU维蜜蔻星耀流光防水眼线胶笔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42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MIKOU维蜜蔻星耀流光防水眼线胶笔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43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曦韵香抗皱塑颜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45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MRS.JD表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57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妃堂补水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58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遇皙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2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澜雅莹润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7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植草镇净肤草本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68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滋拉花之梦浓卉甜苷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6498
广州陪喜千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谜品荟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20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今若芃至臻容颜胶原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3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若芃至臻容颜胶原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3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若芃至臻容颜胶原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30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范男士清爽保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34 广州沐恩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晨曦韵香抗皱塑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38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塔奈塔爱草本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60 广州塔斗商贸有限公司



QiaoMiSi巧蜜絲螺黛生花眉笔（纤细
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72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CBR酵母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573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MiSi巧蜜絲如意金钗眉笔（纤细
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06658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净王妃润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666 广州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15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思琳 控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16 广州熙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奢丝柔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21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蔻卓雅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29 广州冠纹科技有限公司

法珀美 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32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俏名媛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面部时光套-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38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奢宠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49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之秘多效水嫩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50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俏魅丽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51
广州立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伊兰角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85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予诗妍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44 广州佰卉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泊泉雅蚕丝蛋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蚕丝蛋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蚕丝蛋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七叶树修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6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耳圣堂轻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57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掌山者贻贝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72
广东掌山者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掌山者贻贝多肽皮肤屏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6973
广东掌山者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范维斯男士火山岩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15
广州范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晨曦韵香抗皱塑颜紧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16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积雪草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1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积雪草寡肽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2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2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播缘护鼻修护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护鼻修护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播缘护鼻修护精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27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纽伊兰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3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3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3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3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之秘多效嫩肤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50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5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王妃润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69 广州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王妃润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76 广州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予一二裂酵母臻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094
予一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沁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0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修护补水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31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滋拉花之梦醇郁魅惑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37
广州陪喜千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容颜计黄柏净颜祛痘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61
广州容颜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全身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6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曌马氏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蝶丽微雅复活草酸奶白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7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TEAMMYT甜美天鹅绒雾蒙蒙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75 广州市甜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一梵聚源调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7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靓琪洋甘菊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8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淳美琉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85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一梵聚源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8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净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89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一梵聚源护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91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一梵聚源畅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93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方萃取液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94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道方萃取液曜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199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草莓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02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牛奶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07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星纯氨基酸平衡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1 广州市星纯贸易有限公司
CHΛNGEWΛY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CHΛNGEWΛY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CHΛNGEWΛY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创优美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6 广州创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耳圣堂轻致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19 广州禅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鱼子酱精华奢润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25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舒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26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烟酰胺焕
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3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烟酰胺焕
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3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烟酰胺焕
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3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施仙肌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40
广州市鸿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初芝颜焕颜菁纯套盒-焕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45
广州市慧霖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傲龄滋养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53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寡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寡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寡肽修护
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5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曌马氏润肤玫瑰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欣曌马氏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植颜悦色黑头溶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83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璀亿奢宠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8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璀亿奢宠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8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璀亿奢宠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288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毅足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05
广州足圣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嘉美肌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11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卡淳美全身润养舒畅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26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源菲雪肌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30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韩芭莎绿茶控油清洁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33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姿蜜语绿茶洁净清爽控油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姿蜜语绿茶洁净清爽控油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姿蜜语绿茶洁净清爽控油固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34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柔雾透滑轻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柔雾透滑轻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柔雾透滑轻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4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初芝颜焕颜菁纯套盒-焕颜净透睡眠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53
广州市慧霖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初芝颜焕颜菁纯套盒-焕颜菁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58
广州市慧霖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初芝颜焕颜菁纯套盒-焕颜精萃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66
广州市慧霖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初芝颜焕颜菁纯套盒-焕颜柔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67
广州市慧霖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塔奈塔爱草本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70 广州塔斗商贸有限公司
爱上纤之秀臻美修护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76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措公主 虫草沁润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77 广州思亲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8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8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润泽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0738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玫瑰花瓣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玫瑰花瓣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玫瑰花瓣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35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渺宫廷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61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6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6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彩密码生姜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63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秀丽控油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73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修护清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81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芙雪幼滑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89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91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寻萱植物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9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草莓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94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牛奶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496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花惜颜玻色因抚纹眼霜（晚）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0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萱植物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3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滋润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4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Y绿茶香氛滋润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4 广州大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月九山茶花洁面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月九山茶花洁面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月九山茶花洁面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贝丝 薇薇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润贝丝 薇薇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润贝丝 薇薇小姐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07
广州蓝博生活日用品股份有
限公司

寻萱植物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15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曌马氏水漾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1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道方萃取液曜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26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纤绮美玉带草本臻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2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玉带草本臻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2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玉带草本臻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29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力刷焕颜青春紧致组合-焕颜青春多
肽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4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彩慧逆龄多肽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43 广州敏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RPA面部净柔套装-面部净柔霜+面部
净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44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山岛北亦安肤密集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密集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密集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密集保湿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5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伊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5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暮色之花唇釉套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8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九叶汉方舒安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591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芭妮焕颜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迷毛发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05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山岛北亦安肤雪肌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雪肌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雪肌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雪肌修护肌底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酒红色11#)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果冻奶茶6#)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4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磨砂甲油(芒果黄6#)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16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花惜颜黄金逆龄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20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瓣蝶沁肌盈透活颜套组-沁肌柔亮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630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花瓣蝶沁肌盈透活颜套组-沁肌盈透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04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方萃取液曜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25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氨基酸臻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29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3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纪海葡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纪海葡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纪海葡萄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6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畅沛补水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7
广州瑞辉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畅沛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48
广州瑞辉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步月溪灌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56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季沐兰密罗木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60
东姿兰（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乐佳妍二裂酵母紧致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72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傲龄补水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86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梦幻独角兽雾面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778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AITH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AITH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AITH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DESTINY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DESTINY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DESTINY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architecture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architecture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architecture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4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ER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ER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ER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IM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IM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EMETEN  FOR HIM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0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RLEGA 100Colors of Eye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1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ARLEGA 100Colors of Eye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1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ARLEGA 100Colors of Eyeshadow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1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伊源皙靓颜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17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AWO头发纤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19
广州市春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丽莎烟酰胺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24
广州市华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亿通关葳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7886
广州欧泊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源皙靓颜保湿精华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1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顾盼有颜绵羊油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3
广州市华博天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冰晶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冰晶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冰晶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冰晶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NUON蒂诺尼雪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18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溶酶液+新生机玻
色因活性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溶酶液+新生机玻
色因活性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溶酶液+新生机玻
色因活性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26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花瓣蝶沁肌盈透活颜套组-星辰花盈
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27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滋发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28
广州苗滋发健康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3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3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玻色因活性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3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书匀净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77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季沐兰虾青素焕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7991
东姿兰（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isoiao青春定格紧致焕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1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oiao青春定格紧致焕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1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oiao青春定格紧致焕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13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自然肌肤·眼肌订制套-多效优
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15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源帝道臻品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品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帝道臻品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48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氨基酸修护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59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60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赞CSX依克多因焕颜修护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赞CSX依克多因焕颜修护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赞CSX依克多因焕颜修护熬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恬桃养护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恬桃养护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恬桃养护草本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7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7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9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烂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79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8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丝缎柔雾细管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8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宇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8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宇清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丝舒华氨基酸滋润顺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198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密码活泉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00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香雪肌极润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06 希康日化（广州）有限公司

菁茶萃山茶润养修护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08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幸福百康养护精华凝露（免洗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12 广州瑞虎化妆品有限公司
JPJP飞天猫纤长翘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15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JPJP猫头鹰密长丰盈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19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舒缓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舒缓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舒缓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舒缓丝滑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龄源力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6 广州圣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道极萃身体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莉迷丽樱花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29 广州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使之约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30 广州润泽护肤品有限公司
肌蜜明珠多肽修护冻干粉套-多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37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岛北亦黑头导出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黑头导出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黑头导出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黑头导出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4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权博士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56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1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1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YCEMΛKEUP柔雾透感蜜粉（01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6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之妍无患子植萃牛油果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63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曼迪 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77 广州燚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79
广州聚馨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源卜何首乌滋养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93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姬薇儿紧致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296 广州贸昌商贸有限公司
爱慕莉尔水杨酸湿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37 广州全志贸易有限公司

植莉妍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54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布达以花知铭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71 广州市融信商贸有限公司

科尔颜五味草本净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76
广州科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润雅亮颜嫩肤组合-亮颜嫩肤冻干粉+
亮颜嫩肤溶媒液+亮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91
广州市纯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源皙氨基酸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399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贾古拉山茶花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18
乐肤健康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玫姿葡萄籽多效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3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若美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若美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若美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迪智时光美肌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60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LIFETIME AFFECTION积雪草芦荟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78 广州泰盈贸易有限公司

茉莉雅逆龄嫩肤蛋白粉+茉莉雅逆龄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逆龄嫩肤蛋白粉+茉莉雅逆龄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雅逆龄嫩肤蛋白粉+茉莉雅逆龄嫩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LIFETIME AFFECTION海藻玻尿酸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3 广州泰盈贸易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竹炭控油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竹炭控油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竹炭控油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ASSAR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8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代妮曼山茶花多效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8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SSAR臻萃新活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0 广州苏薇贸易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芦荟胶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芦荟胶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芦荟胶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2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黄金水解蚕丝蛋白冻龄精华套盒-
精华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黄金水解蚕丝蛋白冻龄精华套盒-
精华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宝黄金水解蚕丝蛋白冻龄精华套盒-
精华液+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00849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博士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博士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博士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博士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月溪牛奶酵素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4
澳兰斯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卡淳美净肌初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1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肤海藻泥净颜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2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海藻泥净颜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2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海藻泥净颜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2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赋活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赋活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钶菲丽颜赋活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2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钢化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钢化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4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眼部滋润液+小分子胶
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眼部滋润液+小分子胶
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眼部滋润液+小分子胶
原蛋白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加固
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加固
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39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眼部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眼部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眼部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可卸甲油胶（可卸免洗封
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3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i-jyu玛莉凯凯莉甲油胶106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47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人参御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人参御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维虫草灵芝人参御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FREDEGAL奢迪佳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悉檬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生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6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迷迭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迷迭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迷迭香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8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尤加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尤加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尤加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59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悉檬薰衣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0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AIKIMUSE夏威夷女孩十二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KIMUSE爱慕之名动物星球12色眼影盘
-喵先生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3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NIA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5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FEINIA大豆蛋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7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颜秘密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秘密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6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六胜肽富勒烯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7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六胜肽富勒烯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7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六胜肽富勒烯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7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njnmofo樱井魔方甲油胶（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81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唯爾絲  滋养修护顺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8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爾絲  滋养修护顺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8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爾絲  滋养修护顺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8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专家足康宝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茶色浓密卷翘睫毛膏（浓密款）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4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水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5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氨基酸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6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KE纳歌经典香氛丝滑沐浴露（润肤洁
净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8597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RPA面部净柔套装-芦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01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方时光臻致焕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14
广州纤姿朵产后母婴护理有
限公司

汉方时光臻致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17
广州纤姿朵产后母婴护理有
限公司

汉方时光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19
广州纤姿朵产后母婴护理有
限公司

汉方时光臻致修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20
广州纤姿朵产后母婴护理有
限公司

花易首奢宠温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奢宠温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奢宠温润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山岛北亦安肤水光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水光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水光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水光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维尔兰光感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75
澳亚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莱竹玫瑰精粹晶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676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カラーマスカラ　Ａ　オーロラ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0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マスカラ Ａ プラウ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0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メイクアップセッティングスプ
レー（パープル）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0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茶色浓密卷翘睫毛膏（卷翘款）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14 广州品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妍韶华草本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16
广州水妍韶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语蔲何首乌滋养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17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NAKE纳歌经典香氛丝滑沐浴露（滋养嫩
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25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然尚品明眸眼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43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氛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0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植萃净澈修护
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氨基酸轻柔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氨基酸轻柔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SALTER氨基酸轻柔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3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4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蝴蝶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蝴蝶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蝴蝶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肌底蛋白修护冻干粉+山
岛北亦安肤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肌底蛋白修护冻干粉+山
岛北亦安肤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肌底蛋白修护冻干粉+山
岛北亦安肤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肌底蛋白修护冻干粉+山
岛北亦安肤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6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追然轻盈紧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81 广州太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养妃堂玻尿酸多效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89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多肽酵母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92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草人家保加利亚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93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cuhclr鱼子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8797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莹亮臻护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80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ambertree毛孔细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8807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植莉妍童颜修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8808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RBO沁水光透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0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WO耐沃植物香氛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05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玫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玫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玫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香氛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清丹臻颜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5
广州艾菲儿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妍清丹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18
广州艾菲儿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妍清丹臻颜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26
广州艾菲儿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仟朵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34
伊颜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高订氨基酸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3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高订氨基酸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3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高订氨基酸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36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水颜多多肽紧致驻颜面膜+多肽紧致驻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38
广州乐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禄佰源胶原蛋白冻干球+燕窝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52
广州市麒宇信息科技有限公
司

研诗焕颜奢养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58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奢宠臻润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6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之妍无患子植萃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66 广州发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薰衣草精粹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68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道透骨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7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爾絲 控油去屑净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7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爾絲 控油去屑净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7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爾絲 控油去屑净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78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色妆颜深海盐洁净控油慕斯(洁面）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84
广州唯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兰美姬活肽酵母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89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瑾莱马鞭草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094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菜菜美食日記焕颜紧致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03 广州智食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NAIWO耐沃植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05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多肽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09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微肽酵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13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17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梵沐青丝 毛发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 毛发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 毛发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20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丝质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22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 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3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 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3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 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3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媛物语靓颜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34
广州睫出睛彩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德纷丽氨基酸闪光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36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KS蓝铜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蓝铜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蓝铜胜肽紧致修护冻干粉+紧致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兰熙烟酰胺果酸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47 广州欧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紫罗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紫罗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紫罗兰花露精华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5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LetGrow眼部护理多肽冻干粉+护理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57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若翔 美肌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59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6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6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65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萨伊芭多肽蛋白水漾嫩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龙血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Stunna氨基酸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76
广州市巴蓓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NAKE纳歌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80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纷丽香氛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193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香香兔壳聚糖舒润保湿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06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头皮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头皮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头皮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2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毛发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毛发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沐青丝毛发洁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4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美吉净肤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0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洛时光luoshiguang粉红芦荟舒缓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luoshiguang粉红芦荟舒缓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时光luoshiguang粉红芦荟舒缓修护
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泉面滋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滋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滋润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5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健盛美家娇柔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62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丰芯子多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67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茵妆黄金酵母熬夜睡眠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6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然尚品血清蛋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69
广州芙青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芽水杨酸精华祛痘棉片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73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恋诗蔻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75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纷丽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95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卡淳美玫瑰花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299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泥养道草本泥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05
广州瑶山泥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摩·逆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24 广州广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瑾莱玫瑰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26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BO二裂酵母肌密莹润套-二裂酵母焕
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3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35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雨秀芙玻色因紧致多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玻色因紧致多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玻色因紧致多肽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4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奈姿雅 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43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森邻蓝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52 广州美吖小坊贸易有限公司
天梯纤娇喷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62 广州郑氏商贸有限公司
ZERBO二裂酵母肌密莹润套-二裂酵母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6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蜜娅桃桃白茶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71 广州市欣侬贸易有限公司

德纷丽香氛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77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赛蜜娅氨基酸舒柔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78 广州市欣侬贸易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氨基酸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79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爱慕贞容莹亮净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87 广州蔓葆商贸有限公司
格麗妍光感轻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89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9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9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39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姿莱琊蜂蜜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05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茵妆黄金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1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颐堂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莉妍寡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23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狄乐巴清雅香氛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25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姵美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3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莉妍童颜水光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37
广州植颜悦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4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4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4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颐堂楚瑶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淳美美眸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49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神经酰胺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03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德纷丽香氛闪光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06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子豪五维瞬柔一号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17
广州子豪五维科技研发有限
公司

花易首透骨草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透骨草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透骨草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RBO二裂酵母肌密莹润套-二裂酵母焕
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2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稀  植物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71 广州纵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束岩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74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芙蜜CAOFUMI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81 广州翻金斗贸易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9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9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95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莱琊樱花西柚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596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天梯百媚润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02 广州郑氏商贸有限公司
维蜜纤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10 广州优聚生物制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芦荟倍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1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2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2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2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芦媛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2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yayam欧雅妍蜂胶修护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28
广州明鑫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水漾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水漾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水漾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3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PSPeTIDE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38 广州养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睦目蚕丝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39 广州源爱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花易首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清爽水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珍维丝柠檬洁净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4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男士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4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淳美美眸润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51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嫣震动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74 广州芳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 LUCKY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75 广州幸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慕森草本植萃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679 广州星愉贸易有限公司

卡淳美琉璃奢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0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繁花似锦9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14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猫的日记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17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玫瑰香薰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21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克拉洗丝实验室 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32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蟒蛇纹9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33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加黑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35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外星宝贝9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38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赋活瓷肌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43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臻美焕颜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5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臻美焕颜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5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臻美焕颜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5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睦目舒缓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52 广州源爱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康美稀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73 广州纵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MGH富勒烯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76
美肌科技（广州）有限责任
公司

量子森林龙脑香草本沐足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77
广州市量子森林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姬麗坊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786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它趣先森玫瑰活力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894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佰萃泥依克多因油净洗发液（去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09897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霸王龍控油止痒型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04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KS 克拉洗丝达人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06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爽乐美植物精油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14
爽乐美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净王妃润颜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15 广州顾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植萃柔润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16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曼丝奈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21 广州曼丝奈美妆有限公司

研美吉毛孔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33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宜初妍植物精萃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宜初妍植物精萃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宜初妍植物精萃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3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4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4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系之钥山茶籽修护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4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2）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5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2）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5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2）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5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FERDON保湿精华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73
木兰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它趣先森赋活紧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76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光影艺术家修容盘
（03）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8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它趣先森赋活水嫩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09994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美素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1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美素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1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美素水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1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LAWEINA拉微娜多肽修护冻干粉
+LAWEINA拉微娜多肽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20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致时分酵母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21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33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七悦佰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41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美稀  植萃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43 广州纵贤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养妃堂滋养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48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芬洛蒙 玻色因赋活焕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5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狄乐巴馥美璀亮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71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兔汤姆种子胚芽婴儿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77 广州红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植萃润养修护
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098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LLOVE基础功能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03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ANQIER安淇尔焕亮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2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莱欣冰肌雪肤透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30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瑾莱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52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莉迷丽植萃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55 广州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OHLY酵母防护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63 广州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丰芯子多肽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68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野泽草本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泽草本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野泽草本滋养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6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氨基酸植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81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肌蜜明珠莹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185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0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0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植萃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0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蜜明珠多肽肌源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05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菲鱼子酱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15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澜 盈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16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赛蜜娅柚柚黄糖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37 广州市欣侬贸易有限公司
徽小姜浓缩姜汁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38 广州和众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精致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4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悦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46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XANX七天植物青春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47 广州轩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魅莉 炫酷银白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54 广州兰虞妃雅商贸有限公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7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7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anuoli莎诺丽时光肽驻颜青春美肌套
盒 时光肽驻颜青春定格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73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YIGAR肌活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79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臻美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臻美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臻美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8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身体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1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胸部滋养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3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丝奈柔顺滋养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5 广州曼丝奈美妆有限公司

琥生堂酷遇肌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琥生堂酷遇肌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琥生堂酷遇肌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6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长生美妍腹舒保养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297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腰部赋源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00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肩颈养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01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霸王龍滋养调理型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09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腹舒保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13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三型胶原
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1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三型胶原
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1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融臻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三型胶原
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18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GAR肌活焕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25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碧纯净透靓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26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GAR肌活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27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GAR肌活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31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GAR肌活嫩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42 广州金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姵蔻诗净痘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50 广州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肩颈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61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腰部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64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而浓姜温润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67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腹舒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69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长生美妍腰部赋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71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HS焕颜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焕颜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焕颜紧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7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肩颈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376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惜颜凝时抗皱精华眼霜（日）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23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2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2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2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姵蔻诗美颜清痘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29 广州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莉迷丽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修
护多肽冻干粉+修护水嫩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49 广州芊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澜 盈润补水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52 广州奥琪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活性多肽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69
宜生（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姬麗坊烟酰胺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75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媚雅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485 广州雅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妃德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13
广州瀚嘉魅化妆品商贸有限
公司

FEINIA柔润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32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Befuryo贝芙语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40
广州金毅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丰芯子多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43
丰芯子（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曼丝奈氨基酸净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64 广州曼丝奈美妆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轻薄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轻薄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轻薄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LIEN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69 广州晨美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贵颜春精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十尚青春定格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十尚青春定格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十尚青春定格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83 广州锦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狄乐巴馥郁沁香净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594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男士滋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23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麗坊富勒烯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26
广州姬丽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七悦佰靓肤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30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道方萃取液菁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44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佰萃泥依克多因屑净洗发液（去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64
广州市采悦日用化妆品有限
公司



希摩嗳思流畅易画眼线笔 咖啡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68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93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致时分蓝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699
广州市彩婕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旋律多效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04 广州嘉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舒妍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0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碧纯植萃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1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味男士油头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味男士油头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味男士油头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3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韩娜烟酰胺黄油亮肤软膜1剂+烟酰胺
黄油亮肤软膜2剂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14
广州利嘉妆研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姵尔霓二裂酵母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21
世堃堂（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畅沛滋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30
广州瑞辉日用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十九匠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32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宜菲雅焕颜逆龄多肽面膜+宜菲雅焕颜
逆龄多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38 广州雅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朵曼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54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俏魅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56
广州立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娜蜜菲尔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芭莎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61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ILLOVE基础功能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67 广州伊指缘化妆品有限公司
懿美荣光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0784 广州荣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3蜜桃砂糖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3蜜桃砂糖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3蜜桃砂糖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2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4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4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4烟熏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0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尔珐玻色因18焕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23
广州古尔珐国际化妆品有限
公司

苗家七草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29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贵颜春 精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 精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 精萃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3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1杏蜜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1杏蜜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1杏蜜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47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2樱粉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2樱粉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萌趣旋转浮雕腮红02樱粉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51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觅宝红豆杉清爽柔顺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55
广州御医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妃堂多效补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59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OKMR男士氨基酸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92 广州学有道贸易有限公司
爱缇蔓净润焕亮清肌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9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净润焕亮清肌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9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净润焕亮清肌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9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躺美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897 广州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美人奢宠亮颜修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美人奢宠亮颜修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象美人奢宠亮颜修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0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缇蔓玻尿酸+烟酰胺酵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玻尿酸+烟酰胺酵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缇蔓玻尿酸+烟酰胺酵素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2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纷美诗薰衣草去角质修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1
多纷美诗（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水酿口红-番茄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多纷美诗烟酰胺滋养透亮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6
多纷美诗（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妤菲鱼子酱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7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匙雅韵舒润按摩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雅韵舒润按摩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49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雅韵舒润按摩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妤菲鱼子酱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2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姵蔻诗焕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3 广州济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酿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4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护理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5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妤菲鱼子酱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7
广州贝雪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护理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5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护理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6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伽怡麒麟粉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麒麟粉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麒麟粉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7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7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7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净化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7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墨墨家薰衣草水润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薰衣草水润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薰衣草水润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3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面膜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面膜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面膜
+DANFEI POEM胶原蛋白时光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丝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7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创品堂CHUANGPINTANG香水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0988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易首舒悦奢护调膜液+花易首肩颈舒
悦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舒悦奢护调膜液+花易首肩颈舒
悦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舒悦奢护调膜液+花易首肩颈舒
悦能量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淳美净肌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19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莫丽尔藏红花紧致舒润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22
广州爱莫丽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贝诗臻护奢养嫩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臻护奢养嫩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臻护奢养嫩滑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3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清颜洁面
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1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香贝诗强韧莹亮香氛还原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强韧莹亮香氛还原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强韧莹亮香氛还原酸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4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香贝诗香氛丝质顺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5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丝质顺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5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丝质顺滑祛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51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姿奇色KAZIQISE璀璨星钻液体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53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WEINA拉微娜冻干能量肽青春粉
+LAWEINA拉微娜冻干能量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56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臻美草本套-臻美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6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竹白藜芦醇光透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61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皙美童颜素焕颜冻干粉+童颜素焕颜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086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肌蜜明珠莹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19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颜社鱼子酱紧致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38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50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翊倾辰寡肽唤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52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榕颜社鱼子酱紧致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54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奢护焕颜肌底喷雾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58 广州卡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 彩绘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61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张大猫氨基酸丝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1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pafanni柠檬水润美肌冰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3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易首头部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部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部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舒润三宝套-舒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姬薇儿火山泥氨基酸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79 广州贸昌商贸有限公司

pafanni西柚滋养保湿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181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71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YIKAEYAN焕颜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7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颜匙至臻养护香薰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7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护理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78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御养至臻护理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84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七色格调绵羊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绵羊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绵羊油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294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瑟维娅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2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发多肽营养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岩清爽控油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6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美诗白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48
广州美诺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xzknr歌姿妮乳木果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0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蜂蜜嫩滑肌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1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尚美汇普罗旺斯薰衣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3 广州尚美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牡丹媛牡丹植护舒缓花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4 广州雍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花之精灵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6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花之印记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7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花之蜜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8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VioNKi薇安琪花之漫舞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59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贝露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66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曹植清新舒缓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70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xzknr歌姿妮山羊奶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374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BR肌肽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55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汐瑾莱臻亮透澈润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69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weet mint 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75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畔熙美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8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MEIQIJI靓颜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8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497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琳雅儿日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21
广州雅您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含翠诗熙美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23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方萃取液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25
广州全真健康咨询管理有限
公司

倚后光感晶致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赋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幻彩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幻彩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幻彩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鲜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鲜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鲜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曲克芦丁唤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46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光感晶致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ＺＥＥＳＥＡカラーリップグロスＡ０
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カラーリップグロスＡ０
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カラーリップグロスＡ０
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カラーリップグロスＡ０
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5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至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62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Beamarry香茅草&鱼子酱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63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香茅草&鱼子酱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64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marry头发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65 广州樱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胶原多肽焕颜紧致面膜
组合-胶原焕颜素+多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68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AIKIMUSE金粉世家十八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7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IKIMUSE爱慕之名动物星球12色眼影盘
-汪星人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79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佧丽丝樱花甜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樱花甜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樱花甜香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CSP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8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ＲＫ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8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颜匙至臻养护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0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SG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Ｓ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PW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カラーリキッドアイライナー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拾颜本草氨基酸净透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5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魔法花匠无人区红玫瑰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597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KAEYAN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0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淳美修护润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03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法花匠橙花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07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法花匠蓝风铃香水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10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一梵聚源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2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榕颜社鱼子酱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29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抗皱眼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抗皱眼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抗皱眼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新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新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新肌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4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元素水漾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5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法花匠浪漫白玫瑰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54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法花匠玫瑰香水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55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尔黛诗女王艳后密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62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璀璨金闪5#)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70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魔法花匠木兰香水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71
广州市暨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昇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草本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大马士革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大马士革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大马士革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87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里兮初恋猪系列渐变腮红（暗恋粉猪
猪）

粤G妆网备字2021011699
广州楚希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恬桃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恬桃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恬桃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1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C熬夜焕亮紧实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17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芸姿美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25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集花源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68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美肌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美肌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美肌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奢护焕颜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75 广州卡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鱼子酱视黄醇紧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鱼子酱视黄醇紧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鱼子酱视黄醇紧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清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清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佧丽丝绵羊油清肌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8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玻尿酸茶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玻尿酸茶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玻尿酸茶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IOCOLOUR锁色甲油(姜黄色12#)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神经酰胺玻色因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神经酰胺玻色因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神经酰胺玻色因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马齿苋金缕梅细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马齿苋金缕梅细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诗颜男士马齿苋金缕梅细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7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姬秀奢宠焕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04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结义地江水三效合一眼部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07
广州市地浆水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颜堂逆龄精华膜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逆龄精华膜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逆龄精华膜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奢护焕颜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14 广州卡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曦韵香抗皱塑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34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妆姬秀奢宠龄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49
广州中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一梵净畅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5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易首头皮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皮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皮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菁丝恋沉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68
广州市韩师傅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NBU烟酰胺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71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童颜多肽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77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铂莱蕰汀肌能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80
广州侣汉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易首发丝修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发丝修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发丝修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8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保湿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0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保湿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0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保湿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0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弗拉诗露寡肽固态精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18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黎美蓝铜肽复合多肽修护套-蓝铜肽
复合多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复合多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29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贞美芦荟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芦荟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美芦荟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3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童颜焕彩蛋白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37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西名丝柔顺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55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菩皙提茶树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56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口红 01当下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68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口红 04温柔恰
恰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69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OKMR男士醒肤舒爽沐浴露（大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77 广州学有道贸易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口红 03琉璃暮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2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口红 02酒红桔
梗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3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名丝玫瑰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4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嘉素美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嘉素美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嘉素美透明质酸美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6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香袭丽莎蜜月水润愉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1997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角蛋白精华修护液
（前）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0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角蛋白精华修护液
（前）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0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角蛋白精华修护液
（前）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0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品堂CHUANGPINTANG香水蛋白润养修
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12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塑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塑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塑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庆堂太阳花宝贝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18
广州林庆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laned优品臻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精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莫睛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33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澳途莹肌倍护滋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4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熬夜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熬夜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熬夜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本堂密蒙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57 广州生弘化妆品有限公司
伦恩西柚乐了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58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VIKADA威卡达原味酷感狂野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75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CARL亮泽质感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02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修复焕肤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1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卡莎绿茉活性肽修复焕肤面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1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CONDITIONER BO2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SHAMPOO BO1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1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RMAME HAIR MASK BO3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2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盾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32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妍清丹臻颜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39
广州艾菲儿教育咨询有限公
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4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佳心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46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书美皙臻润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67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爱华舒润美肌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69
凯米（广州）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爱华滋润保湿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70
凯米（广州）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美爱华净透嫩肤多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71
凯米（广州）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蝶美娜凤凰丝丝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77 广州桂灿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魅莉 时尚奶奶灰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83 广州兰虞妃雅商贸有限公司

京盾嫩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186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京盾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00
立达康（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棠禧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禧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棠禧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0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草镇净肤草本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23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滴译①芋螺肽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68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镇净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91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穗灵芝精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296
广州伊施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冻容一生多维修护冻干粉+玉兰精华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01 广州谨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涡美大麻叶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07 广州探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曼丝奈橄榄油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12 广州曼丝奈美妆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海胆素遮瑕持久防水
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14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菁丝恋沉香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19
广州市韩师傅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袭丽莎蜜恋精灵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25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能量赋活御龄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27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海胆素胶原修护舒缓
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331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海胆素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40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海胆素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43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ANXI恋玺美颜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0
广州市姿妍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cuhclr金箔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5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7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3#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5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蔓婕美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美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美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修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修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修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5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信护香氛净透沐浴露（珂可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69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臻致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2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奢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奢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新肌水润奢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净透沐浴露（香水百合）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4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净透沐浴露（薰衣草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76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景肤康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88 广州景杰贸易发展有限公司

正源发沉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0
盛源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正源发沉香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5
盛源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凝肤海茴香润养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肤海茴香润养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肤海茴香润养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兰花时光沁润亮肤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兰花时光沁润亮肤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兰花时光沁润亮肤元气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69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澄美人青春定格紧致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0
广州唯爱迩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定妆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定妆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定妆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澄美人青春定格紧致膜+青春定格紧致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2
广州唯爱迩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舒润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舒润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积雪草舒润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纷丽生姜滋养柔顺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5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肤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肤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虾青素美肤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茄子弹嫩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茄子弹嫩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茄子弹嫩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花源活源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8 广州集花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温和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温和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尔妃莎 花蜜活颜温和滋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4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16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植草镇净肤草本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43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纷丽生姜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75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伊雪莎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78 广州美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伊道草本养发露（女士）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80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78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生姜强韧养发
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08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玲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12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16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妩媚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21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能量赋活弹润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23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36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轻柔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芝缘亮肤润颜草本套-亮肤润颜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3
绘妆（广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德谷出品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谷出品去屑留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颜社鱼子酱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49 广州欧嘉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身体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53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能量赋活透肌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56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辰溪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58
广州聚馨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ve玻色因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7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柔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7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澄美人青春定格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76
广州唯爱迩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卓芝缘亮肤润颜草本套-亮肤润颜草本
粉+亮肤润颜草本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78
绘妆（广州）供应链管理有
限公司

德纷丽生姜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899
广州德纷丽个人护理品有限
公司

GNF格尼芬烟酰胺奢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18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澄美人青春定格紧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22
广州唯爱迩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王妃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王妃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王妃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27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佳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28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能量赋活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3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三岁依克多因透润赋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34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炫亮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4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炫亮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4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炫亮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40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瑾莱神经酰胺箐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48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琳维儿逆龄时光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54 广州浩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柔韧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5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柔韧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5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优品臻萃柔韧活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5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M FOR YOU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64 广州红伊俏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面狐狸胶原紧致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65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水肌灵修护冻干粉+水肌灵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72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73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三岁依克多因透润赋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74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正源发植萃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78
盛源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dbs多肽盈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97 广州中泽国际商贸有限公司
Drve玻色因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299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肌RUJI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32 广州如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佩茶酵母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34 广州如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蕊玫瑰精华保湿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36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蔓秀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37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nd pink积雪草舒缓焕肤精华湿敷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39 广州市蒂尼希贸易有限公司

华妆集靧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42
华妆集（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妮美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5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妮美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5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妮美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5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珍皙晶纯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6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镇肌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2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草镇肌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5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水润养肤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正源发沉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099
盛源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瑟维娅净颜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0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幻奢补水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2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若黛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清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些记忆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06
广州市壹嘉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草镇肌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13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镇肌肤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14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新源焕颜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草萃玫瑰精华保湿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35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雪莎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42 广州美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氛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4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氛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4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氛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46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STRIPS定制无暇粉底液（N18）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MAC-STRIPS定制无暇粉底液（N18）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MAC-STRIPS定制无暇粉底液（N18）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贝来康珵美焕靓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贝来康珵美焕靓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贝来康珵美焕靓水润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1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道草本养发露（男士）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43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水酿寡肽美肌修护冻干粉+水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45 广州酿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深海鱼子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4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艾韩娜海藻修护祛痘软膜1剂+海藻修护
祛痘软膜2剂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57
广州利嘉妆研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瑞珀曼Cellpomont燕窝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69 广州集美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晶莹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8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肌蜜明珠莹润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81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多效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8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寻花漫亮肤美肌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286 广州众美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悦蔓秀植物海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00
广州绿洲众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碧烟酰胺血橙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06
广州市万铖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慕贝妮MUUBENEY水杨酸祛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17
伊魅姿（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婴儿亲子营养维E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0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Goxzknr歌姿妮婴儿茶籽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3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健安臣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7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菁萃液+臻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菁萃液+臻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芙蔓婕类蛇毒肽菁萃液+臻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29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三岁草本植萃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1
广州然姿颜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汉亿水润柔顺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2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柔顺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2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水润柔顺洁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2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去屑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4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去屑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4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亿去屑柔顺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44 广州汉希化妆品有限公司

SRD淡纹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53
云山化妆品研究开发（广
州）有限公司

诗语思亲生姜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55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cissline氨基酸深层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60
医尚美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蝶致 柔润醒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68
暨楠妍科（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澳途莹肌柔润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70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多纷美诗烟酰胺滋养透亮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75
多纷美诗（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澜龄玻尿酸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81 广州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POSE清润丝柔无患子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清润丝柔无患子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I-POSE清润丝柔无患子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薏漾三花养颜水漾润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87
广州卡图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记肌底多肽修护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记肌底多肽修护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记肌底多肽修护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记肌底多肽修护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9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韩惠国际净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3397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杂尼玻色因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03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3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欣己发质修护调理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6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它趣先森樱花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19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遇见季焕采紧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20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浪漫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51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舒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54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Disaar 92% Aloe Vera Soothing Gel 
蒂莎92%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8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92% Aloe Vera Soothing Gel 
蒂莎92%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8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92% Aloe Vera Soothing Gel 
蒂莎92%芦荟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89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mbertree温和控油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95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健安臣生姜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97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薏菲生姜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498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姿龄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姿龄多肽修护补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0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香秘语舒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08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A+B+C)hyaluronic 
acid combine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A+B+C)hyaluronic 
acid combine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A+B+C)hyaluronic 
acid combine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BULGARIAN ROS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BULGARIAN ROS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BULGARIAN ROS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IDAE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IDAE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IDAE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玲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27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ANAiRUi GREEN TEA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GREEN TEA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GREEN TEA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UCUMBER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UCUMBER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UCUMBER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PEEL-OFF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CLEANS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D W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D W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D WIN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3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aar Vitamin C Hyaluronic Acid 
Whitening Face Mask 蒂莎维生素C透
明质酸美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Vitamin C Hyaluronic Acid 
Whitening Face Mask 蒂莎维生素C透
明质酸美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Vitamin C Hyaluronic Acid 
Whitening Face Mask 蒂莎维生素C透
明质酸美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0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ANAiRUi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OSE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llage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llage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llage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Acne Treame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Acne Treame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Acne Treament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eramide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eramide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eramide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Hyaluronic aci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4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FAC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FAC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FACE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之秘多重遮瑕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2 广州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TURMERIC T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24K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FRUTICOS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FRUTICOS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UBUS FRUTICOSUS CLAY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WHITE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WHITE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WHITE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OS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5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RGIN COCONUT CREAM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RGIN COCONUT CREAM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RGIN COCONUT CREAM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6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ore beauty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7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re beauty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7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re beauty Peel Off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78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nzilan新姿澜草本植物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inzilan新姿澜草本植物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inzilan新姿澜草本植物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COCONUT SCRUB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8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DEAD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DEAD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DEAD SEA MUD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R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SENSITIVE FIX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SENSITIVE FIX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SENSITIVE FIX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ORE CONTR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ORE CONTR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ORE CONTR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59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湾伊美腹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15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湾伊美腹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15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湾伊美腹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15
广州乔外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AiRUi Niac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Niac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Niacinam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6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Peptid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UNICOR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UNICOR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NAiRUi UNICORN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1367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悦容珍珠水光焕肤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23
广州市娅诗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长生美妍身体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27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妃堂眼部细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28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莉源玫瑰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玫瑰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玫瑰水漾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4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52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科梵氏植萃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56
云山化妆品研究开发（广
州）有限公司

伊雪莎草本植物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762 广州美昱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胸部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970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 Beatskin鸸鹋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3991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莱星儿桃醉粉润酸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3998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 Beatskin白池花鱼子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00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盼蜂胶滋养洗发浆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21 广州舒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赋活舒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23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纽伊兰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46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KAEYAN光感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6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KAEYAN光感萃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6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生机虾青素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虾青素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生机虾青素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0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肤集黄氏御肤集鱼子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肤集黄氏御肤集鱼子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肤集黄氏御肤集鱼子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肤集黄氏御肤集鱼子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靓修堂 至臻御龄献宝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87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尼德轩 天然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094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玻尿酸晶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02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长生美妍胸部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04
广州玳伊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肩颈）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肩颈）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肩颈）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4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妮漫臻颜水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42 广州铭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间都去哪儿了寡肽时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80 协和（广州）医药研究所

磁動力维生素C冻干修护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92
一彤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安婴乐 马油奢养无暇水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94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勒多克托热祛屑止痒洗发露（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98 广州扬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勒多克托热祛屑止痒洗发露（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98 广州扬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勒多克托热祛屑止痒洗发露（油性） 粤G妆网备字2021014198 广州扬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issline氨基酸香氛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07
医尚美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芦媛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1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寡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34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容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3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修护冻干粉+芦媛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3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copele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50 广州朗优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修护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57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智美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58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智美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67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1#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2#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保湿透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77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3#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4#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5#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昇富勒烯植物变色口红6#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丽兰红车轴草祛痘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3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凝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6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芦媛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29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NUON蒂诺尼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02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NUON蒂诺尼雪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05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卡淳美美力肌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0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丽兰红车轴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13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保湿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14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御辰溪丝滑轻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43
广州聚馨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酿口红-姨妈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51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5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Dr Beatskin可溶性蛋白多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56 广州市法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口红-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58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口红-夜店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63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韩智美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64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伊帝蔓莎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71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懒深层护理水杨酸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81 广州企语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肌源舒润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88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美力肌源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92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淳美美力肌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39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AGE自然若真男士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03
广州市同创网络科技有限公
司

KEMEIREN珂美人膜法青春蛋白素+青春
时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膜法青春蛋白素+青春
时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膜法青春蛋白素+青春
时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定格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定格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定格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青春密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盈靓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5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卡淳美修护舒缓淡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2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美态焕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46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ternal Goddess  紧致嫩肤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0 广州魅登峰美容有限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胶原蛋白奢宠滋养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4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菲丽兰积雪草痘肌平滑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59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uuseegel束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2 广州束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菲丽兰积雪草痘肌平滑修颜液+视黄醇
祛痘修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67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晚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47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美肤液+
青春修护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0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美肤液+
青春修护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0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组合-青春修护美肤液+
青春修护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0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颜匙至臻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06
广州巨一楷为信息科技有限
公司

中健盛美家娇嫩通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11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菲丽兰红车轴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28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碧烟酰胺血橙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36
广州市万铖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嫣束YANN.SUR氨基酸净透衡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38 广州炜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黄金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4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copele净颜毛孔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3 广州朗优科技有限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4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4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栩菲诗紧致修复组合-紧致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4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雅瓷玫瑰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玫瑰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玫瑰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5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粒塑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76
广州市美瘦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诗馨语修颜无瑕气垫BB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81 广州欣美向贸易有限公司

科粒塑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87
广州市美瘦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科粒塑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92
广州市美瘦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Le pally青春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598
菲瑞医疗投资控股（广州）
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水光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32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她莫轻奢美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41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茵妆虾青素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5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丝舒华一滴顺抛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70 广州市摩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黄金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7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肌源舒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8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OHOU FUTURE清润多重保湿微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92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69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多效
肌透修护冻干粉+多效肌透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0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嫩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08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FICCI菲驰氨基酸净爽控油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0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FICCI菲驰氨基酸净爽控油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0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FICCI菲驰氨基酸净爽控油洁面乳（男
士）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0 广州万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2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2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2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香袭丽莎甜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16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26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臻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27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臻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27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臻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27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她莫密罗木润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29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保湿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1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保湿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1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雅黛女神 尊享焕颜滋养套-致颜保湿修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1
广州市佳贤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水诗秀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诗秀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小爱 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37 广州益点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莱竹叉珊藻璀璨金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43 广州莱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妙妆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45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U咖啡因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52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BU氨基酸酵母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62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6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智美盈靓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97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79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0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0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0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多效赋活冻干粉套盒-多效赋活
冻干粉+多效赋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04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清风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美润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4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它趣先森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7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3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28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她莫氨基酸柔滋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74
智得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爱情故事玻尿酸精华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80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汇然腹部植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84 广州妆典贸易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逆龄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逆龄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冰肌诗多效肌透修护冻干粉套盒-逆龄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Guermas嬌瑪仕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ermas嬌瑪仕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ermas嬌瑪仕水漾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48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ILDING CARE橙花雪润水能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4901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橙花雪润水能冰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4902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橙花雪润水能晶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4903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贝蕊之谜魅力净化泡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4916 广东谷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核糖核酸修护精华液+核糖核酸
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4920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卡淳美修护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28
广州卡美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山岛北亦安肤深层净化调理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深层净化调理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深层净化调理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山岛北亦安肤深层净化调理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3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芙雪水嫩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59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碧琪补水保湿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净颜靓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86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彩蓓蒽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90 广州市美专商贸有限公司
圣妍熙富勒烯焕活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091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
ドウ（４シェード）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0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
ドウ（４シェード）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0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
ドウ（４シェード）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0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凡容壹肤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1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凡容壹肤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1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凡容壹肤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1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花草人家玉兰小分子亮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26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芳华老年润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51
广州芳华再现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无痕伊生植物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67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新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69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无痕伊生净颜靓肤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5177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汗妃媛宝枫多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14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汗妃媛宝枫青春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25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汗妃媛宝枫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33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莳寡肽活性冻干粉+玻尿酸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4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癸人神经酰胺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64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魔色豆雾丝绒口红 柔雾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285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与人间人参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12
花与人间（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诗语思亲小苍兰花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22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与人间密罗木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24
花与人间（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憶美拉百鸟朝凤丰盈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26 广州露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璧童颜紧致活性肽组合套-提拉紧致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43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费尔菲斯 修颜倍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6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三花瓣蝶沁肌盈透活颜套组-花蕊沁肌
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371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NGYAU因妍凡士林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06 广州睿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曹植韧发清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30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维娜神经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51 广州盈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柔顺丝滑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63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博士柔美净魅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64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博士疏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66 广州月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凝舒修护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78 广州紫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诗泽草本焕颜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87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美诗泽草本焕颜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90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涡美大麻叶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499 广州探素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乳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00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紫辰熙浮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0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氨基酸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滋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滋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滋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1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芊诗小白菊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20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洛诗秘浪漫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浪漫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浪漫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LI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LI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LI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水莹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4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牛奶烟酰胺滋润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39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芊诗植萃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4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菩蒂莲沙漠肌补水亮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4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无界森林光感塑颜高光粉W304水黄金
AQUA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52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无界森林光感塑颜高光粉W303星云
NEBULA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57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无界森林光感塑颜高光粉W302粉海PINK 
SEA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2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邦道宁碧康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道宁碧康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道宁碧康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界森林光感塑颜高光粉W301银河MILK 
WAY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67
时光与色（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蝶嫣清颜 清颜美肌修护肽组合-清颜冻
干粉+清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蝶嫣清颜 清颜美肌修护肽组合-清颜冻
干粉+清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蝶嫣清颜 清颜美肌修护肽组合-清颜冻
干粉+清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0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1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凝时提升膜+雪肌凝时溶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凝时提升膜+雪肌凝时溶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凝时提升膜+雪肌凝时溶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公主迷宫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7 广州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途莹肌活力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79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弹嫩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8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弹嫩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8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弹嫩按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8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悦爱透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591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小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小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小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飞尔雪肌亮润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1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IOCOLOUR闪光甲油(细闪粉3#)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2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MIDIOCOLOUR 磨砂甲油(豆沙色9#)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05
优品汇（广州）商业管理有
限公司

紫辰熙浮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13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FS温和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31 广州薇珀肌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因诺 沁心丝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33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莎泉雨花肌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3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BEAUTY&CHANGE奢养冻干粉+ 
BEAUTY&CHANGE奢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48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EAUTY&CHANGE奢养冻干粉+ 
BEAUTY&CHANGE奢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48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法素茜FRASUXY依克多因羊胎素紧致嫩
肤冻干粉护肤组套 依克多因羊胎素紧
致嫩肤冻干粉+紧致嫩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51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玫瑰润养修护
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52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素茜FRASUXY依克多因羊胎素紧致嫩
肤冻干粉护肤组套 依克多因羊胎素紧
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54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焕颜保湿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69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NaTing 娜婷鲜果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1 广州美诗婷贸易有限公司
颜书臻爱青春童颜粉+臻爱青春童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2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顾姿蔓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羊胎素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奢宠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珺燕之美特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燕之美特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珺燕之美特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78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翊倾辰悦爱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86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悦爱洗护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87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翊倾辰悦爱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688
广州翊倾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幸福树滋养舒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06
广州幸福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美肌焕颜海绵膜+花芊诗美肌焕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1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保湿靓颜
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15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艾因诺 沁心肌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18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因诺 沁心粉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19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滴译②芋螺肽逆龄紧致精华水+③芋螺
肽逆龄紧致多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23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保湿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2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茉莉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35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薰衣草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41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冻龄秘制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4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冻龄秘制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48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冻龄秘制精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4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冻龄秘制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50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CAGNEYO千金宜养冻龄秘制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51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珂可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57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古龙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2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桃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桃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桃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玫瑰香氛）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8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信护香氛舒顺洗发乳（香水百合）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69 广州欣雅贸易有限公司
SheVrNai希维娜如初少女颜原液肽组合
-肽干粉+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0 广州药研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新靓琪橄榄净透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月愈发修韵精华清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3
广州市净月头愈健康管理有
限公司

全妆四季双头柔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6 广州致优贸易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烟酰胺焕亮手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7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SrMD美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美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美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7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LEGFCARE粉嫣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80
广州市上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rMD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8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8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8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奢宠紧致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88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平糙嫩肤
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93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森林空间玫瑰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796
森林空间（广东）农业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紧致修纹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00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肌底焕活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06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1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KRIVESTIN科肤思汀依克多因表皮焕活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3 广州思美答商贸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羊胎素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蜜娅水光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5 广州市欣侬贸易有限公司
麦克侬 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橄榄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1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善愿堂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2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紫辰熙木兰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29
广州纬生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莱琊玻尿酸芦荟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43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柴老师多肽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4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多肽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4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多肽多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4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GRODOM燕窝珍珠奢养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4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奢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61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洛华侬洋甘菊净护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63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奢养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6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70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修护舒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71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澳途莹肌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73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GRODOM燕窝珍珠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75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EAJORN柔焦雾感自动眉笔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9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瑞虎养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894 广州丽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柔焦雾感自动眉笔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12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Andorhe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哑
光盈彩）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哑
光盈彩）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Andorheal轻盈美肌柔肤四色散粉（哑
光盈彩）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亲肤约会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2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艾雅姿ITSY-BITSY浪漫樱花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1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修护面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奢宠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3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喜燃积雪草净柔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4 广州意燃日用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修护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3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颜者胶原蛋白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41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50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芭莎绚丽青春美发笔(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59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芭莎绚丽青春美发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66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71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可爱喵咪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可爱喵咪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子色彩可爱喵咪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保湿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7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燃橙花净澈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0 广州意燃日用品有限公司
薇安琪桃金娘加州桂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1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安琪阿玛菲无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2 广州琦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轻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轻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诗曼嘉虫草人参轻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5995 广州联颖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姿ITSY-BITSY茶花精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03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久媛愬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媛愬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媛愬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1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耘美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冻干粉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19 广州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LSU水杨酸清肌精华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29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精油专研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3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精油专研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3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色格调精油专研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036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宸浣丝氨基酸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54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宸浣丝氨基酸清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55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域梅朵人参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64
国药（广州）医学护肤品研
发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光感蘑菇粉底CC棒（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68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汗妃媛宝枫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72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缇菲亚麻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亚麻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缇菲亚麻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ＺＥＥＳＥＡファイバーマスカラＳＦ
Ｄ

粤G妆网备字202101618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道昇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轻盈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腰背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腰背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腰背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妮曼棕榈酰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24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昇春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春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春享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妮曼棕榈酰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0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道昇腹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腹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腹部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域梅朵修颜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7
国药（广州）医学护肤品研
发有限公司

道昇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昇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攸慕多肽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AKE纳歌奢华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3 广州珍维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CHOSHIM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5
广州珊妮郑好形象设计有限
公司

夢玛丽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6 广州超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之元冻龄塑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之元冻龄塑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之元冻龄塑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78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易首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易首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8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SHURROW 极光三色眉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0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妃子清透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清透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清透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细致肌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细致肌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细致肌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2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缇雅多效美肌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11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OZU积雪草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积雪草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ZOZU积雪草芦荟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伊兰寡肽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24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域梅朵人参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38
国药（广州）医学护肤品研
发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親谷护理道祛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54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依克多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68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雪域梅朵胎盘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86
国药（广州）医学护肤品研
发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修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修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攸慕多肽修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39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源玫瑰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玫瑰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玫瑰嫩肤保湿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洋甘菊多效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洋甘菊多效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源洋甘菊多效修护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蛋白肌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36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本真婵心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真婵心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本真婵心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高订丝蛋白水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高订丝蛋白水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高订丝蛋白水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44
广州市彩弘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肌美学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美学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美学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6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丽娜焕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80 广州臣美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89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89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89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斯妮露鱼子酱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92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嫩肤冻干粉+光感嫩肤精
华液+光感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9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嫩肤冻干粉+光感嫩肤精
华液+光感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9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傲龄博士光感嫩肤冻干粉+光感嫩肤精
华液+光感嫩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9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黛莱娅温润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499 广东研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樱花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0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柴老师明眸靓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0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明眸靓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0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明眸靓彩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0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荆爽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09 广州荆爽化妆品有限公司
SrMD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原
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原
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原
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极底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7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8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极底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19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库拉索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2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香薰芍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香薰芍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香薰芍药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3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丽兰积雪草痘肌平滑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46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ZHITANG采芝堂海胆素温和泡沫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60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词积雪草修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6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玫瑰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6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倍润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77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洋甘菊舒缓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8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色豆锁妆无瑕气垫套装-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89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复臻颜海绵微晶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海绵微晶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海绵微晶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9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科颜多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597
暨美科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旎绘美舒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08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域梅朵修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17
国药（广州）医学护肤品研
发有限公司

宸浣丝氨基酸滋养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18 广州市雪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极底植萃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2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性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性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YANT塑顏堂裂褶菌活性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63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玛仕多肽冻干粉+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795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苏美颜气质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03 广州玫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妮美水光遮瑕气垫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18
丹妮美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养肤定妆散粉(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2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芊媞菲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32
广州耀媄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英玛仕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33
广州美希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fanni樱花嫩肤滋养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43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粉红宣言 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0 广州世恩贸易有限公司
美肌美学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美学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美学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龄 皙颜缓护精华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4
广州市健丽源进出口有限公
司

欧曼丽莎胶原营养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57
广州欧曼丽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遇见季焕采弹润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76 广州雅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旎绘美草本舒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6883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欣魅姿净透臻萃轻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35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毕扬水光丝滑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水光丝滑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毕扬水光丝滑无瑕BB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伊兰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顾姿蔓植物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植物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顾姿蔓植物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净透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6989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吕后洁颜丝柔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08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欣魅姿净透臻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09
广州千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龄熙 纤连蛋白套组（纤连蛋白冻干粉+
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11 强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人参精华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15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它趣先森人参精华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19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MY·BEAUTY FACE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晶透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2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龄熙 漾 纤连蛋白冻干粉套装（纤连蛋
白冻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33 强身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净元康静悦瑶浴套-净元康静悦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48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净元康修护瑶浴套-净元康修护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51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净元康畅养瑶浴套-净元康畅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052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上帝之媒集美时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33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丝滑柔顺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3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生姜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3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雅堂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肩颈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美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美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美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NUS BELL草本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草本植物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5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1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赋活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06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拉维尚晶莹透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07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水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1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14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14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14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姿柔绿叶姜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22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胸部）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胸部）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芍药养护膜（胸部）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尼蒂思草本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66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尼蒂思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6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金箔精粹冻龄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蕊玫瑰精华保湿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90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hclr鱼子奢养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91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若芽水杨酸祛痘炭黑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94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cuhclr鱼子奢华滋养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96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cuhclr鱼子奢宠御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297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cuhclr鱼子弹力滋养明眸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02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兮里兮初恋猪系列渐变腮红（热恋红猪
猪）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10
广州楚希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鳄美姿鳄鱼油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17 广州汇川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张大猫修护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1 广州张大猫贸易有限公司
eoxo山茶花焕颜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2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补水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28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兮里兮初恋猪系列渐变腮红（初恋桃猪
猪）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0
广州楚希子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发植美净澈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2
广州市碧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可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美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美诗草本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4
广州美诺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AI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49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豆蔻记忆植萃清滢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0
广州奕铭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葉嘉美奢臻抗衰紧致套-六胜肽修护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6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葉嘉美光果甘草雪肤套-水感能量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7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贵颜春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5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菡卡曲酸清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60
法迪娜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Rosetimes 富勒烯胶原蛋白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6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ABODY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1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DY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1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DY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1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DY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2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DY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2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BODY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2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轻盈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贝妮水漾紧致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87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颜春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颜春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fudeli橙花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397
鑫华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蕴雅馨丽灵芝套舒胸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灵芝套舒胸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灵芝套舒胸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1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精粹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茶一嫣茶素清润活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08
广州天宜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花百媚惊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1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百媚惊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1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百媚惊鸿魅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1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严博士美肌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3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豆蔻记忆维E美肌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43
广州奕铭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妮美保湿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4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保湿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4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保湿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49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yanSwoo日妍秀土豆焕肤修护套盒-土
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57
日妍秀（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代妮曼酒糟净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6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hclr鱼子奢养紧致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71 广州卡玑丽商贸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绿叶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47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彩圣湖小分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503
五彩湖低氘水(广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姵尔霓二裂酵母肌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507
世堃堂（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它趣先森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09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亮肤套装-娇韵臻颜
亮肤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1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毛孔细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1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人臻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29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ZELLE 靓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39 广州慈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清肌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66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瞳人臻奢光透蕴能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71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FV胶原蛋白线球+玻尿酸蚕丝胶原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74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蜜安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80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雅姿ITSY-BITSY生姜精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781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芙雅瓷珍珠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珍珠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雅瓷珍珠水光凝胶+芙雅瓷焕彩软膜
植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FUYA美肤雅氨基酸桃子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12
广州美肤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姑丽白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姑丽白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姑丽白丹净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佑发之谜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3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发之谜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3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发之谜 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3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清颜安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55
芳尔妮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伦恩月光小姐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75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蜜安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80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83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植美舒爽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84
广州市碧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87
广州市易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茹植萃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891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茹植萃健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18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茹植萃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19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舒畅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20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清肌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21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漾幼滑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漾幼滑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水漾幼滑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2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牛奶果酸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37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酒糟平衡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43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漾清爽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48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58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悦颜肌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59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yanSwoo日妍秀土豆焕肤修护套盒-土
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62
日妍秀（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卜奎王东方肤质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65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奎王东方肤质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65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卜奎王东方肤质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65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茹皮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69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0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TIDE修护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4 广州肽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净透修护焕颜套盒清爽润泽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76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66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9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799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K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C-UK蚕丝洁肤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0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99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0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贝妮娇颜水漾润秀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04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YUCU 亮颜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18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liangpianyao好韵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24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鸢尾花花盒
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37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蛋白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4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蛋白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4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蛋白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4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IHCGI丽宝隆蛋白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43 广州有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YCEMAKEUP花盒子腮红（小雏菊花盒
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53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葉嘉美光果甘草雪肤套-光果甘草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58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恣色焕养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70
广州恣色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依美特 蘑菇气垫植物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74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茜琳熊果苷美肤粉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77 广州仟佰汇贸易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2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2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2 粤G妆网备字202101809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1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1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1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4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4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4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3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3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透明质酸保湿粉底液-HF03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台植婴幼儿酵素蒸汽马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19
广州新起点母婴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凝水保湿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23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然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雅然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欧雅然皲裂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墨墨家逐梦飞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3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逐梦飞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3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逐梦飞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39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氏多肽肌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0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歌兰鱼子酱抗皱紧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5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eoxo山茶花焕颜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7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蜜桃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4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活泉水润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6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72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72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63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7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范肆美修护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75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07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78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03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80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01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82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倾吻恒久丝绒唇釉S02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8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发植美轻舞秀发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196
广州市碧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HM梦华美丝滑莹润雾面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00 广州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传明酸瓷肌蚕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12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棱镜极细三角眉笔03浅浅奶
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32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棱镜极细三角眉笔02迷雾森
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33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棱镜极细三角眉笔01星耀黑
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35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瞳人植萃莹润精华乳（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38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范肆美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40
广州雪肤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瞳人植萃倍润精华乳（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44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歌兰鱼子酱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47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邦伊邦我净透修护焕颜套盒净透清洁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57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贝妮娇颜水漾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58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6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蛋白肌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62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68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珍皙美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7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RyanSwoo日妍秀土豆焕肤修护套盒-土
豆焕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90
日妍秀（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睦目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296 广州源爱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法歌兰鱼子酱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06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净化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09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漾保湿香氛沐浴露（可可香奈）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11 广州香岸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酒糟净化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1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瑾莱肌底修护冻干粉+肌底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18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歌兰鱼子酱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0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睦目眼部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1 广州源爱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来里香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来里香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来里香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来里香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色之恋玻尿酸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玻尿酸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玻尿酸保湿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28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酒糟平衡清肌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39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丝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5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丝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5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丝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5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真丝雅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5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燕宝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燕宝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燕宝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燕燕宝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6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大美莱深层焕活冻干粉+焕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65 古美（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美颜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美颜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亚茜胶原蛋白美颜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肌莱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2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多肽水嫩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肌狐狸猫焕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5
丹妮美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奢香秘语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7 广州凯媄医疗投资有限公司

复臻颜金致紧颜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金致紧颜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金致紧颜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7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可美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美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可美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活力浴养套-康雪天丽活力浴
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3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康雪天丽清梳浴养套-康雪天丽清梳浴
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6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宜妃牛油果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牛油果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牛油果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89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代妮曼棕榈酰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398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水亮公主甜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0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媞纳斯苦参百部净化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01 广州铂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舒肤浴养套-康雪天丽舒肤浴
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03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康雪天丽青春浴养套-康雪天丽青春浴
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07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虾青素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0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烟酰胺水光贵妇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6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依克多因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9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俏公主花颜焕颜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493 广州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假八角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02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麦角硫因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07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紧致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1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复合果萃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16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酵母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2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汗妃媛宝枫美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24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汗妃媛宝枫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28
广州市旭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靓琪珍珠保湿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33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奶昔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奶昔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奶昔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光修颜隔离妆前乳-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4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玉炫焕颜精华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42 广州泊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颜水润遮瑕清透气垫BB霜（象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44
美百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诗涵花嫣悦暮双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55
广州市布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钰榕泉焕彩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64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玻尿酸保湿公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6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瞳人臻奢光透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75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柒宫略乳酸菌焕肤修护套(乳酸菌焕
肤精华液+乳酸菌焕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76
广州颜柒宫略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瞳人人参清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87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g橙花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90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三椒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9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i.m.g芦荟沁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98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皮脂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59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歌兰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00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0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葉嘉美奢臻抗衰紧致套-抗衰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08
广州叶嘉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i.m.g玫瑰柔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15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椰子油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2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椰子油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2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椰子油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2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传明酸瓷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2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灏堂植物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苗灏堂植物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苗灏堂植物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6
广州丹葶日用品实业有限公
司

云馨双萃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馨双萃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馨双萃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缇雅沉香盈润修复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39 广东东南西北香业有限公司
芬忧忧 姜艾养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40 广州精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三椒净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4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青春赋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4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赋活焕颜靓肤套-赋
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88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赋活焕颜靓肤套-赋
活焕颜舒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89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赋活焕颜靓肤套-赋
活焕颜安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90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赋活焕颜靓肤套-赋
活焕颜沁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91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CKO圣兰戈缓释水杨酸控油净痘棉片
（进阶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8695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HUAJIZI花肌子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895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18896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897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898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899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00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肌狐狸猫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02
丹妮美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倪启明滋护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06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玻尿酸滋养锁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10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台植婴幼儿酵素蒸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13
广州新起点母婴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easamia依圣美小金管极细眉笔02棕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2 广州市楷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easamia依圣美小金管极细眉笔01茶褐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3 广州市楷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easamia依圣美小金管极细眉笔0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4 广州市楷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凝绽滋养亮皙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绽滋养亮皙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绽滋养亮皙修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asamia依圣美小金管极细眉笔04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26 广州市楷立德科技有限公司
即日美美青春塑颜紧致粉+青春塑颜紧
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青春塑颜紧致粉+青春塑颜紧
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青春塑颜紧致粉+青春塑颜紧
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TS-7奢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4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奢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4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奢养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4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奢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奢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奢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童颜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4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黄金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黄金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黄金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西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肽青春赋
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玫瑰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玫瑰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玫瑰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89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三椒毛孔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6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三椒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6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LUERLING名古屋米粹发酵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LUERLING名古屋米粹发酵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LUERLING名古屋米粹发酵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75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BAGLI私人订制玻尿酸滋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76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皮脂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7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多肽修护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90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9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9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芝 黑灵芝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93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名丝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095 广州乐糖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香丝雨特硬百变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启明焕活草本精华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4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软范滤镜水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5 广州芊源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柴老师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8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8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48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液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53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柴老师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5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5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54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液Ⅳ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55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倪启明滋护草本精华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64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菲雅纯香闪亮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6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尔娜头皮滋养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68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 油头刚劲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7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氏蛋白肌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77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皮脂膜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睦目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6 广州源爱健康药业有限公司
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沃菲宝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皮脂膜修护洁面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8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复古油头搭档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19197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BYSBNML YS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0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YSBNML YS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0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YSBNML YS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0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YSBNML YS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0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唇釉（01醉红
枫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16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唇釉（02红莓
诱惑）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23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唇釉（03羽雾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62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迷你色彩幻境唇釉（04人间
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67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老姜王奢护丝滑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28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玻尿酸青春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0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瓷肤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09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粒里水感幻彩高光粉饼-M01流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12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里水感幻彩高光粉饼-M03玫瑰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17 广州橙一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兰芝熬夜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25 广州市禾兰芝贸易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0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4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38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氨基酸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4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客雅寡肽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51 广州福客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寰太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54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贝妮滢润保湿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56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菲比鸭亮颜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1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傃宛净颜美肌驻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禧茜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68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亮颜保湿妆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亮颜保湿妆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亮颜保湿妆前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7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狮油头伴侣造型凝胶（沙龙专属）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73 广州孙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K-BT轻奢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75
广州艾美皮肤管理科技有限
公司

Consier珂洛雪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sier珂洛雪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Consier珂洛雪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妮丽雅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87 广州亿佳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轻盈光感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9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焕亮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39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0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遇皙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遇皙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2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AT MISS神经酰胺水杨酸净颜棉片
（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29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缓释水杨酸控油净痘棉片
（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30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蜜露香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34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三合汇美头发强韧蛋白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61
广州清淞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橙花控油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493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焕颜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伊狸记水性指甲油40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1 广州扬名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issline氨基酸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4
医尚美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早点见面光感焕颜冰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7 广州佳美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08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卯金氏山茶油防皴防冻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19
广州卯金氏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汉御香闺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御香闺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御香闺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2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肌狐狸猫水润清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45
丹妮美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至臻幻梦倾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4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至臻幻梦倾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4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至臻幻梦倾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4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  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畅想九色眼影-绯红海滩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5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般美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74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佳颜清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7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84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奧利安東保湿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85
广州奥利安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颜女神焕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93 广州茗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玻尿酸水光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59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妃子溋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溋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溋润修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uuseegel颜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16 广州束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LYKCARE 奢肽精萃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YKCARE 奢肽精萃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YKCARE 奢肽精萃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YKCARE 奢肽精萃赋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般美净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2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卡姿玫瑰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30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皮脂膜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41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47 广州市强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胶原蛋白水晶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69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HUAJIZI花肌子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03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ARMELA百变卡梅拉光采透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MELA百变卡梅拉光采透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CARMELA百变卡梅拉光采透亮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10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FV水解蚕丝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20
广州花魔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ZIQUEEN蛇毒肽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蛇毒肽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蛇毒肽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橙花雪润水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45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五彩圣湖石墨烯润颜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46
五彩湖低氘水(广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麓安娜牡丹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麓安娜牡丹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麓安娜牡丹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4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味拾光泡泡浴盐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58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味拾光香氛浴盐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62
广州润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NESYAR汀诗娅牛奶浴泥（搓泥浴宝）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72
广州市掌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TINESYAR汀诗娅玫瑰浴泥（搓泥浴宝）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73
广州市掌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瑟维娅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74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NESYAR汀诗娅薰衣草浴泥（搓泥浴
宝）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76
广州市掌鲜电子商务有限责
任公司

MO-MHOUSE墨墨家逐梦飞马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HOUSE墨墨家逐梦飞马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O-MHOUSE墨墨家逐梦飞马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81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净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91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植萃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94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植萃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97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净颜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799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sweet mint仙人掌单色修容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19806 广州市希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娅思悦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8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悦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8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悦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1981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AT MISS神经酰胺水杨酸净颜棉片
（进阶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19816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夢玛丽植物萃取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19980 广州超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997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997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喜事后清晨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19997 广州旖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ROYLTO雅丽缇蜗牛润发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01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颜臣樱花之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03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诗语思亲果酸香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12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语思亲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15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补水滋养香水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17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语思亲樱花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19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梅兰朵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梅兰朵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梅兰朵舒润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般美净颜清爽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anYaTang媛雅堂臻萃润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4
广州妍姿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般美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27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语思亲祖马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33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蔻记忆脸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42
广州奕铭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哇客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4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修堂舒清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49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51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拉柔丝蜜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53 广州上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5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姿魅影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0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U贻贝修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68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NSHZEE茗希芝莫兰迪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6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莫兰迪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6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莫兰迪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69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合丰堂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芙姿谜精萃滴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滴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滴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丰堂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瑟维娅焕采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5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酸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芙姿谜精萃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书亦小柏寡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5
广州市书亦小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颐彩锦发堂桑葚原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桑葚原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彩锦发堂桑葚原液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6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YaTang媛雅堂臻萃润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8
广州妍姿风韵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1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记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吾记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吾记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0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瑟维娅焕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23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烟酰胺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34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WACHINAS水莹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3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和之韻凝莹嫩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49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GNF格尼芬晶透保湿焕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7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NSHZEE茗希芝玩转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8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玩转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8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玩转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8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魔般美净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8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POP柔感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感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柔感保湿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9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书亦小柏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0295
广州市书亦小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凡玉炫清颜修护养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00 广州泊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尚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尚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尚何首乌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六胜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六胜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蜜桃六胜肽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因诺 沁心靓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40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书亦小柏寡肽乳糖酸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43
广州市书亦小白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中健盛美家温润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45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SEOMOU黄金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49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精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6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兰妃姿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兰妃姿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兰妃姿艾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7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邈堂草本舒润护臀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83
红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美肤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84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卿雅堂佳人秀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NGE韩阁男士剃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96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肌源舒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39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智美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00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澳芙雪舒润修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03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YLTO雅丽缇蜗牛精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07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书美晳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13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兰妃姿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兰妃姿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娅兰妃姿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1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慕菲思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17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美人发多肽营养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2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薏菲修护还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31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健安臣修护还原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34 广州恋之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般美净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5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四季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四季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四季修
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66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般美净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73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8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兔白铺子冰藻黑云杉眼部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9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冰藻黑云杉眼部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9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冰藻黑云杉眼部修护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493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宝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宝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宝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8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哇客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0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般美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10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贝缇时光密码套盒-复合多肽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41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贝妮净颜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47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倚后 红参蜗牛倍润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4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SIGIOR熙格纤颜微脸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4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菲儿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哇客神经酰胺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般美净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592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蔻记忆香氛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09
广州奕铭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蜜蔻雾感自然双头眉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22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雾感自然双头眉笔03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25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奢宠紧致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28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蜜蔻雾感自然双头眉笔05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31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晨花春露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43 广州悦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46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49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美肤草本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50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7浅啡）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67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26樱桃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68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6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69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觅宝红豆杉滋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73
广州御医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旎绘美舒养菁华慕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677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杜若芳净泽水润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0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杜若芳净泽水润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0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BUα-熊果苷抚纹亮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20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缇丽生姜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幻彩滋
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幻彩滋
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幻彩滋
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4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樱花养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娇肤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娇肤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美萱青春之媚隔离修护组合--娇肤修
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38
广州市派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姳润千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千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千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姳润紧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EIRIS控油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控油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控油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靓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靓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靓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束珍珠透润粉底液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56
广州田园密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PEIRIS银离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银离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银离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5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束珍珠透润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63
广州田园密语化妆品有限公
司

DR.PEIRIS去角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去角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去角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6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姿兰流光焕肤抗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777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品荟多肽紧致精华素+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多肽紧致精华素+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品荟多肽紧致精华素+多肽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溪 控油祛痘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2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R.PEIRIS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健盛美家娇嫩唤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09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颜书美晳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18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书美晳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19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PEIRIS银离子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银离子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银离子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墨旱莲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24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蕊琳肌底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30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滋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3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LSU水杨酸焕颜精华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48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舒缓平衡修护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5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草语轩精粹焕肌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6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中健盛美家娇柔唤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64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Drve笛乐妃面部紧致尊享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6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颜美青瓜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7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臻舒草本套-臻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73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一茶一嫣茶树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84
广州天宜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臻姿柔绿叶玫瑰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89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雾感自然双头眉笔02浅栗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03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1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芬娜蜜爱佳人套-舒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26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温润草本养护套-温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氨基酸亲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40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葆芬娜灵韵爽颈套-灵韵润颈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43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葆芬娜灵韵爽颈套-舒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47 广州圣海健康产业有限公司
澳羊倍护 摩洛哥丝滑倍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49 广州妍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烁颜芝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67 广州煌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宜清舒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宜清舒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宜清舒能量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清舒菁焕套-清舒菁焕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70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俏泊CHEORLBOL多效水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74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圆蔻焕彩修护黄金保湿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7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22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78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美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79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蒂美科米多肽精研平衡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80
麦蒂美科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美肤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82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姿兰臻润雪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84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芙丽康润妍芳芯套-润妍芳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0993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WILDING CARE橙花雪润水能氨基酸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00 广东云顶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固然堂焕然滋养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02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肩颈舒畅套-肩颈舒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07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娇芙丽康温舒滋养套-温舒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08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觅宝红豆杉烟酰胺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17
广州御医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幺妹儿固色爽柔洗发香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18 广州恬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7橙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29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4黑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4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8绿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5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畅爽草本养护套-畅爽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辰溪焕亮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48
广州聚馨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瑞雨丽茶树控油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0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赋活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姿蒎致臻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致臻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致臻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极光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极光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极光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焕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焕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焕彩倍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5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翘颜美塑臀部草本舒护套-臀部草本舒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彩荷烟酰胺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069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柳眉芙蓉山茶花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10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OHLY紧肤焕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13 广州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清莹雅润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24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UAJIZI花肌子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42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禾莱斯活泉保湿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44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活泉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4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5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奢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奢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奢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5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奢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奢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春奢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腿部臻致养护套-腿部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猫爪滋养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77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活泉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8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面部紧致尊享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8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珍皙美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91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泊CHEORLBOL多效水光气垫霜（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92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珍皙美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94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泊CHEORLBOL多效水光气垫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97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桦蕊多肽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299
广州诚泰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03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ZI花肌子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06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姿兰流光焕肤抗皱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07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神州 CHOISENCHO玻色因靓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08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美态焕采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1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水漾弹嫩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18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活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0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诗颜植萃润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1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神州 CHOISENCHO赋活多肽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2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禾莱斯活泉水动力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7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梵娜 羊奶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羊奶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梵娜 羊奶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29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自然转世沁肌凝润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转世沁肌凝润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转世沁肌凝润舒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神州 CHOISENCHO胶原蛋白润颜精粹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76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道草本净爽发根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82
广州如伊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娅思净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净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娅思净润颜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芽可可绵柔液态爽身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91
自然枫商贸（广州）有限公
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95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eoxo山茶花焕颜酵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98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全岚丹皮酚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1399 广州全岚药业有限公司

慧乐美水分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02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5青黛）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09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9灰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12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5杏黄）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16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24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17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1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21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ANQIER安淇尔人参酵素补水修护套盒 
人参酵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2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2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26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COCOZHK众蔻香氛一喷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30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姿兰流光焕肤抗皱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37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璞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42 广州蓝璞科技有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5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奢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6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英秀儿保湿防干裂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74
广州佑宸个人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安奈雅焕颜紧致套-焕颜紧致精华素+焕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焕颜紧致套-焕颜紧致精华素+焕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焕颜紧致套-焕颜紧致精华素+焕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菲儿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兰渡肌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菩兰渡肌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菩兰渡肌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0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拾初无香补水保湿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1 广州睿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泉面凡士林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凡士林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凡士林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芙蕊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5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公子璨魅星辉四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21498
广州华与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秀の谜舒缓精华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01
科宇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屑先生多效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05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色豆锁妆无瑕气垫套装-裸妆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07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解密青春乳糖酸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08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泉净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11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鱼子酱烟酰胺香氛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1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禧茜修护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14 广州艾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新沁水粉底液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19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灵芝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2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01珍珠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32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慕笛莎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富勒烯
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34
广州慕笛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HLY视黄醇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36 广州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37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13巧克力）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41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爽身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49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俏神州 CHOISENCHO虾青素舒缓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71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庭芳芝小蓝管眉笔04茶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75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蓝管眉笔05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77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即可塑定制胶原蛋白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2
数美科技（广州）股份有限
公司

YCNRS灵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3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炫头发修护霜（免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炫头发修护霜（免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紫炫头发修护霜（免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4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优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5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修饰乳(正红B104) 粤G妆网备字2021021588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植萃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07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IELI玛蝶丽丝滑轻透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1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IELI玛蝶丽丝滑轻透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1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IELI玛蝶丽丝滑轻透蜜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1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修饰乳(巴西炭黑A0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28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ITS-7梦幻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5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梦幻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5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ITS-7梦幻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56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光感冰肌焕采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61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90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90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UBUB旺肤弹润气垫美颜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90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9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庭芳芝小蓝管眉笔01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699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蓝管眉笔02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01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庭芳芝小蓝管眉笔03栗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02
广州惠诚致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玻尿酸弹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玻尿酸弹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玻尿酸弹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玻尿酸弹力保湿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6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兔白铺子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1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芙蕊五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28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俪贝思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30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ACHINAS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34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清诗帕润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38 广州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牛奶保湿滋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WACHINAS焕颜亮肤面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42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万泉秀发人参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53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肌蔻润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润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润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熊果苷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烟酰胺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6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芙蕊三型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72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卡姿激爽亮肤焕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7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8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8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俪贝思赋能亮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90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逆龄紧致面膜粉+逆龄保湿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79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畔熙美净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0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玖美皙至臻滋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13
广州市泰爱美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15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15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15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修护套-胶原修护营养素+胶
原修护莹润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2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源茶花植萃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40 广州臻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维C亮肤精华液套组-维C
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维C亮肤精华液套组-维C
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维C亮肤精华液套组-维C
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泉护理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2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玻尿酸深层补水精华液
套组-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玻尿酸深层补水精华液
套组-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玻尿酸深层补水精华液
套组-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6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百颜水润遮瑕清透气垫BB霜（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59
美百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卡芬优能营养锁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64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寡肽水漾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66
广州吉米新肌遇科技有限公
司

凡妃子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舒润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即日美美嫩肤修护冻干粉+嫩肤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嫩肤修护冻干粉+嫩肤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嫩肤修护冻干粉+嫩肤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润透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89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肌密时光肌底修护
组合-葡聚糖肽修护冻干粉+玻尿酸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89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极细双头拉线眉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1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极细双头拉线眉笔03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1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极细双头拉线眉笔02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20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极细双头拉线眉笔05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2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leiws贝维诗逆龄童颜氨基酸多肽洁面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30
广州汇生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RBO玻色因臻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3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玻色因臻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3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赋能优肤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4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4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OWNER俏妆主藤茶植萃紧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52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ZERBO玻色因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5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二裂酵母焕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6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玻色因虾青素日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玻色因虾青素日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玻色因虾青素日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6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柴老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3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3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柴老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3
广州汉植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油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7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肌蔻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4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8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神州 CHOISENCHO蓝铜肽莹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94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CNRS灵芝精华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1997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01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菲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颜美小鸡蛋润颜补水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13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HUAJIZI花肌子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15
广州花肌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人笈石斛修护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人笈石斛修护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人笈石斛修护果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1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韩妃洗养护三合一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0
广州柏林美诗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优卡姿黄金出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妃子臀部滋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轻暗号净颜黑金复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5
半岛铁盒（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赋活清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赋活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2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3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乳糖酸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35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夏瑜遮瑕笔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3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遮瑕笔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3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清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41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俪贝思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42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玻色因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4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瞳人香润莹肌玫瑰露（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51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皙至臻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3
广州市泰爱美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宜妃树莓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树莓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宜妃树莓身体磨砂沐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皙至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8
广州市泰爱美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玖美皙至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79
广州市泰爱美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Fororiginal光感冰肌焕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80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皙至臻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81
广州市泰爱美医学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Binee小苍兰香薰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8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ee小苍兰香薰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8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ee小苍兰香薰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08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bs墨旱莲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5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bs毛发护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7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卡连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19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妙婴儿益生元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29
舒科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3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bs毛发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40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逆非凡7宝霜草本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58 广州怀众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还幼天使立维饱和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71 广州英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宝养护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玉炫亮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91 广州泊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多肽赋活奢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192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微娅魔力造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0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新兰 NEO ZINLE山茶花蓬松轻盈洗发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03
泉宇(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妮欧补水滋润柔肤绿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补水滋润柔肤绿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补水滋润柔肤绿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怀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玫瑰透亮保湿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玫瑰透亮保湿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玫瑰透亮保湿柔肤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17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清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27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丰盈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丰盈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丰盈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格源素Yinggeyuansu多效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格源素Yinggeyuansu多效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格源素Yinggeyuansu多效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7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毛孔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38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滋润弹滑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2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娇韵臻颜亮肤套装-娇韵臻颜
亮肤柔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397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水感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2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樱花水光透妆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2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滋养柔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滋养柔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滋养柔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颜堂美肤莱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颜堂美肤莱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颜堂美肤莱净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7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淑美多肽修护净颜套-多肽修护冻干
粉+烟酰胺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491 广州媚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轻透水感定妆蜜粉ZS006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02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1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1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1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智美舒畅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18
广州聚尔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瑶芳熙妍莹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19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戴姬佛伦女王权杖奢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21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放任美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23
广州放任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心妍漾臻爱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26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还幼天使修护紧致精华液A+修护紧致精
华液B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28 广州英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妍漾臻爱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29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姿兰流光焕肤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33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34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植子欣防裂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38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雕花纯魅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0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毛孔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媛宫美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4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61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水光焕肤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6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光焕肤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6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光焕肤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6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贞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二裂酵母玻尿酸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25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0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媛去黑头撕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0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润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12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树莓积雪草盈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树莓积雪草盈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树莓积雪草盈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1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逆时光多肽粉+逆时光
多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23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QIOWNER俏妆主玫瑰花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28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VHA蜜桃氨基酸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蜜桃氨基酸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蜜桃氨基酸柔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香橙蜂蜜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香橙蜂蜜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香橙蜂蜜沁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3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灵动浮雕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38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盈润补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677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NBU水杨酸祛痘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1
乐嘉（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LISTY 黛丽丝媞肌蜜美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2
广州欧涞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隽诗薇雅雪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隽诗薇雅雪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隽诗薇雅雪莲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3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它趣先森樱花浪漫爽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4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蔓丽黛颜逆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0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它趣先森樱花轻润净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11
无印良品（广州）实业有限
公司

XIUSE羞瑟反转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18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莎桐烟酰胺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桐烟酰胺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桐烟酰胺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3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随意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随意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随意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5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ERT雅研堂活性肽冻干粉+水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ERT雅研堂活性肽冻干粉+水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ERT雅研堂活性肽冻干粉+水润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6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丝绒哑光持久唇釉（热卖牛
血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丝绒哑光持久唇釉（阿玛尼
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丝绒哑光持久唇釉（朱砂
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丝绒哑光持久唇釉（干枯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盈侨泰享受乳木果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12
广州盈侨企业管理咨询有限
公司

若翔焕彩明眸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1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婷姿堂氨基酸水漾润肤洁面慕斯（水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26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姿堂氨基酸清爽净透洁面慕斯（净爽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27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丝滑柔雾持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2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丝滑柔雾持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2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丝滑柔雾持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29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添容粉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添容粉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添容粉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283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养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中养头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淑控油祛痘冻干粉+控油祛痘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16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蔻记忆清盈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32
广州奕铭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新兰 NEO ZINLE山茶花蓬松轻盈护发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36
泉宇(广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之源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39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愫怀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修护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294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本色修护身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013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书美晳透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098 广州颜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联邦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05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拉维尚活泉柔肤洁面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1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娇可芙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可芙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可芙草本靓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特佳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31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水草坊祛痘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41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放任美水光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43
广州放任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SKINOV8少女肌焕颜精华肽组合-童颜逆
龄多肽青春粉+ SKINOV8少女肌焕颜精
华肽组合-童颜逆龄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4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TGH男士润泽平衡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47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6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6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润肤补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6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心妍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69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妃植萃多肽美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7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妃植萃多肽美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7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妃植萃多肽美肌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71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诗泽草本焕颜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77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TGH男士润泽平衡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80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95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GH男士润泽平衡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98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妍宠骨胶原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199 广州聚妍荟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妍漾臻爱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02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益生元亮肤均衡保湿百搭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04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赋活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0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慕贝妮MUUBENEY水杨酸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16
伊魅姿（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菁悦 贵妇御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37
广州雪纤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珠翠老姜健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38 广州市珠翠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清颜安肌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心妍漾臻爱焕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59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花树舒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水花树舒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水花树舒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冰点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冰点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冰点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水润保养套-水润保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3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水润保养套-水润保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6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锁堂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舒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8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79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炫氏多效肌蜜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80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触觉密码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82
广州纳百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OWNER俏妆主二裂酵母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85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黛丝淳鱼子酱氨基酸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9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妍蔻柔润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妍蔻柔润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妍蔻柔润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9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双岦护发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299 广州双力美发科技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莹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06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茉莉水元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07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瓷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美肌套-透然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3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妮娅焕肌提拉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7
广州星妮娅健康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水润保养套-水润保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8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
マスカラ　ＤＰ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1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ANSLY   COCO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COCO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ANSLY   COCO   PREVENTS INGROWN 
H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EARLESS  Rrse ftydralin  FA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EARLESS  Rrse ftydralin  FA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EARLESS  Rrse ftydralin  FA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2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I BRUCE SQUALANE&P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I BRUCE SQUALANE&P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UCI BRUCE SQUALANE&PETINO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IZA  HYALURONIC ACID CLEANSING 
P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IZA  HYALURONIC ACID CLEANSING 
P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LIZA  HYALURONIC ACID CLEANSING 
P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7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THANA TAN BODY GLOW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THANA TAN BODY GLOW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ANTHANA TAN BODY GLOW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4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滋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50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若翔焕彩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67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龙胆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73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HLY水杨酸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79 广州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MEILIAN珂美莲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8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LIAN珂美莲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8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LIAN珂美莲紫苏温和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8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域琦草清媛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域琦草清媛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域琦草清媛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39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爱润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02 广州爱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肌底补水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05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慕菲思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06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伊越植萃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1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美肌套-透然水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28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PearI 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PearI 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PearI Whit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ChamPagne goid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ChamPagne goid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ChamPagne goid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Bronz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Bronz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CONSWIM BODY IIIUMINATOR WITH 
SPF15 Bronze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3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美肌套-透然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67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73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73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舒缓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73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寶島寶寶博士婴幼儿酵素蒸汽马油防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75
广州爱玏蒙母婴用品有限公
司

SL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L舒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山茶花熬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492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放任美晶莹美深层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12
广州放任美电子科技有限公
司

OHLY 赋活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32 广州欧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诺秀单核苷酸冻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33
广州斐思妮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伊尚雅空灵之境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50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澳蘭黑玫瑰籽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法澳蘭黑玫瑰籽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法澳蘭黑玫瑰籽骨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85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瑞拉维尚活泉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9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春施羊胎素冻干粉套组羊胎素靓颜冻干
粉+羊胎素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92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合丽多重倍护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593
广州鑫合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FFI CARNNY山茶花熬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0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尚慕菲思修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07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FFG微生肽益生元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13
五季（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米伊美魅惑多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2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伊美魅惑多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2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伊美魅惑多彩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2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嗖佳草本轻盈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嗖佳草本轻盈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嗖佳草本轻盈滴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3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姣侍妍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36
优可拓可（广州）设计研发
有限公司

SrMD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三线提升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5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茶一嫣茶多酚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60
广州天宜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CYCY润泽滋养护唇油 01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6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YCY润泽滋养护唇油 01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6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CYCY润泽滋养护唇油 01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6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芙净 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76
广州康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格驾到美肌光感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88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虾青素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3694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丽氨基酸鎏金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02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婴肌丽人清爽植物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07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积雪草修护透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10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玻尿酸倍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13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洋甘菊舒缓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18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粤恒湘清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20 广州粤恒湘商贸有限公司
雅词玫瑰奢养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2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XUANER鱼子精华臻宠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28 广州含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佗积雪草肌肤平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35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舒缓安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758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MG矿物泥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1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XUANER鱼子精华紧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2 广州含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姬润芙蔻MJRFK润肤蔻懒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4 广州纤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桃花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桃花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LAROUGE桃花水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4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ee flower Alley花涧坊新沁水粉底液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50 广州娇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寡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寡肽修护
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秀魔法亲肌蜜语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2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米丽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6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78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粉嫩娇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8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记忆时空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85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奧利安東多肽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87
广州奥利安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奧利安東多肽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88
广州奥利安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蜜亚OUMIIYA密集修护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92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VLLXIRY谷皙玻色因奢宠修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9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GUVLLXIRY谷皙玻色因奢宠修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9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GUVLLXIRY谷皙玻色因奢宠修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89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WACHINAS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29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repast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30 广州共享美业科技有限公司

WACHINAS 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31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梵卡莎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33
广州梵卡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ACHINAS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35
广州市白云区金芝堂化妆品
制造厂

nuos诺色益生元亮肤均衡保湿百搭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36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MISHOW珍美秀冷基奢润补水头发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42 广州美势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姬优品舒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4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4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玉姬优品舒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4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BAODAI宝黛修饰乳(深咖A002)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52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艾雅姿ITSY-BITSY妩媚郁金香香氛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60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颜依尚鲟鱼子酱水光无瑕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62 广州乐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GIOR修颜提拉弹力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67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CAI聚采山茶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78 广州聚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锦秀盛妆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80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锁堂清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清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云锁堂清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399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妍蔻柔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妍蔻柔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秀妍蔻柔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0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DR.PEIRIS去屑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去屑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去屑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海洋精萃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海洋精萃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海洋精萃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1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花树舒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水花树舒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水花树舒悦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0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域琦草清媛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域琦草清媛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藏域琦草清媛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万泉秀发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6 广州万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水循环能量焕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28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姬泉富勒烯亮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56
广州金未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妃堂氨基酸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62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茵美迪科深层净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068 广州医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姿兰牛油果醒肤舒缓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32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姿兰深层净颜清洁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33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瓷肤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37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透茜上野晚樱吟酿玻色因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茜上野晚樱吟酿玻色因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透茜上野晚樱吟酿玻色因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4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修容眼影腮红粉底膏高
光组合粉盘（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58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华侬魔颜精华面膜组合-多肽液+多肽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62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禾堂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64 广州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XUANER二裂酵母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66 广州含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修容眼影腮红粉底膏高
光组合粉盘（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67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修容眼影腮红粉底膏高
光组合粉盘（高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70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LUOFUQUAN洛芙泉启源新肌修护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73
盛世美颜(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DIEFLUGEL迪芙格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76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DIEFLUGEL迪芙格多肽修护精华液（清
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80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宝诺湿发感水润动感丰盈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84 广州盛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FLUGEL迪芙格雪颜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0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1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FLUGEL迪芙格多肽修护精华液（滋
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2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禾堂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299 广州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03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净透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15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易禾堂脸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17 广州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肌源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25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赋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26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谷男士养护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30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乾谷尤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32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乾谷活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39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HA毛孔细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毛孔细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毛孔细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8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净透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LUOFUQUAN洛芙泉启源新肌毛孔清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52
盛世美颜(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AODAI宝黛绿宝盒修饰乳（23珊瑚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60 广州威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爱偲双提拉微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62 广州欣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冰岛地衣臻萃焕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冰岛地衣臻萃焕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冰岛地衣臻萃焕亮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晶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4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植物精萃美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植物精萃美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植物精萃美肌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8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禾堂脸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90 广州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保湿靓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9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保湿靓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9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保湿靓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397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瓷肤水光臻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01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忆龄秘笈婴儿肌修护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04
广州忆龄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FFICK玛菲可圣诞空气唇釉丝绒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1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竹炭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竹炭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竹炭净透去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1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赋活呵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16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睿雅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焕颜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丝绒哑光持久唇釉（玛尼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3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套-肤可丽幼肌洁面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43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QIER安淇尔人参酵素补水修护套盒 
人参酵素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48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瞳妮美青春定格焕颜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青春定格焕颜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青春定格焕颜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瞳妮美青春定格焕颜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66 广州雅清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魔颜精华面膜组合-魔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71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涵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76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81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套-肤可丽水漾亲肤精
华液3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84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汐瑾莱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85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贝缇时光密码套盒-神经酰胺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494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00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SUMEL玫瑰香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05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安植美玫瑰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25 广州市宝崎贸易有限公司
伊人话题蕊雪胶原蛋白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27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蒂美科密罗木神经酰胺集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31
麦蒂美科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RYNE车芮恩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0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蒂美科密罗木米多肽精研植萃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6
麦蒂美科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5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雁语御颜凝萃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60
广州一首一购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格驾到焕颜精华喷喷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80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俽彩璐清润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俽彩璐清润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俽彩璐清润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5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01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康心语净化草本养护套-净化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植美玫瑰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05 广州市宝崎贸易有限公司

钰榕泉时光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23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24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纯草本养发粉（一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34 广州华恪贸易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39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缇莱氨基酸泡泡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42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43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水循环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52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纯草本养发粉（二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54 广州华恪贸易有限公司
一亩香氛固态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亩香氛固态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亩香氛固态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睿雅丝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9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丝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9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丝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9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丝滑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469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顺蕊山茶籽秀发柔顺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2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山茶籽秀发柔顺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2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顺蕊山茶籽秀发柔顺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20
广州雅颜清照化妆品有限公
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胶原蛋白肽冻龄童
颜管理组合-多肽逆龄蛋白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27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缇丽胶原蛋白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40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妍悉持妆清透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44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野生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野生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野生小颗粒海藻面膜-保湿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4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L茶多芬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5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L茶多芬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5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YOUSL茶多芬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56 广州雅纳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富勒烯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U03绿野 粤G妆网备字2021024767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黄金多肽焕颜紧肤素＋黄金多肽焕
颜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01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净彻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06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净元康净爽瑶浴套-净元康净爽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09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USpace恩希雅清盈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1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清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1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婷岚堂焕颜胶原蛋白肽精华组合-焕颜
胶原蛋白膜粉+胶原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14
广州婷岚堂医药贸易有限公
司

法缇丽胶原蛋白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18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霜4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19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维丝焕颜持妆粉底液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21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NRGE尼瑞格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0 广州佰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苏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6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肩颈御养套组-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肩颈御养套组-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肩颈御养套组-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39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贝缇时光密码套盒-寡肽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44
广州香公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拉菩媞水润舒柔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46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莱粉黛水光修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光修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光修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生肌透紧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55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青春肌密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67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广氏臻玻色因冻干粉+玻色因多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69
广氏臻国际品牌管理（广
东）有限公司

水秘泉紧致嫩肤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77
广东水秘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luorose米罗玫瑰氨基酸冰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886
广东艾米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然之色小可爱倍润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37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3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悦睿雅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滋润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瞳人香润莹肌玫瑰露（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4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MISHOW珍美秀补水丝滑莹亮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58 广州美势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 BEAUTY元诺美生物多糖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6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伶鹊丽人烟酰胺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64 广州伶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ZERMISHOW珍美秀净爽去屑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77 广州美势化妆品有限公司
blaned臻萃优品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89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馨光采无瑕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92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聚柔免洗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4999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明柳媚灵动眼影 01落日南瓜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03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吕后花明柳媚灵动眼影 02枫叶晚霞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06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RFACE费尔菲斯金萃臻养育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11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ANQIER安淇尔人参酵素补水修护套盒 
人参酵素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2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COLOURPOP九色暗夜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暗夜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暗夜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0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落日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落日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落日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4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复古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复古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九色复古繁花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36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淑妍草本植萃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婧淑妍草本植萃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婧淑妍草本植萃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1 广州宸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启明赋活草本精华清洁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5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XFROYARFGUL修雅芙舒缓双相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8 广州韶夏传媒有限公司

妙珮安肌润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59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PONY ENERGY佩琪妮恣意出色丝绒细管
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75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时光焕颜美肌套时光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79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7锦瑟
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7锦瑟
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7锦瑟
年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8芙蓉
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8芙蓉
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8芙蓉
相思）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8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玖康美细润舒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098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艾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02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9赤焰
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9赤焰
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09赤焰
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玖康美细润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13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妙珮安肌润养沁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14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权博士皮肤肌底修护冻干粉+皮肤肌底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20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Senmade大麻叶舒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25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10云容
丹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10云容
丹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鹤鸾仙色宫妆口红（ZX010云容
丹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251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姎恋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4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恋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4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姎恋人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44 广州妮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ARTBOX艺术盒子凛冬将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48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IYACHEN芈亚精粹活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275 广州临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香水护发精油（02#魅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滋
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4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滋
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4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滋
润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4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HY-HUG清透焕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5 广州聚艺美商贸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番
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番
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番
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7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复
古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复
古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复
古红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09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橘
调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1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橘
调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1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优阁Yayouge浮雕丝绒雾面口红（橘
调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11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金盏花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14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诗帕润净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16 广州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FLY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26 广州蒂弗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3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3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3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4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48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无龄肌肌肽氨基酸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51 广州市兰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clemace柯魅思水感亮颜气垫CC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52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麦蒂美科密罗木米多肽精研修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79
麦蒂美科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TACUI她萃樱花润养活力透肌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90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水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391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元康党参瑶浴套-净元康党参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5434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爱兰菲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02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菲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04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菲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05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菲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08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菲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10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15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15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爽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15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普拉菩媞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16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韵森草本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0
广州美韵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赋活舒润套-赋活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3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四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2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0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滋养精华液三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多效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3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五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0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蜜明珠人参珍珠修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2 广州杰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美代滋养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6 广州博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范儿焕颜冻干粉+暨美范儿焕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49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珀由美肌润焕采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65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娇芙丽康芊美菁致套-芊美菁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66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皙久男士造型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67
逸雯（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芙丽康箐柔舒润套-箐柔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68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暨美范儿多效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71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暨美范儿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72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暨美范儿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74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珀由美精粹焕颜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76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暨诗颜时光嫩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81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由美肌润焕采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5584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简本色嫩肤身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01
广州索蕾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KLOLi御可罗丽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
套组-淡纹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04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蕙美肌磨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10 广州依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由美精粹焕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19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珀由美肌润焕采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23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之源盈润醒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30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俏泊强韧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36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3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4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清爽多效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清爽多效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清爽多效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47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容一生冰积痘肌修护冻干粉+精华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55 广州谨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KLOLi御可罗丽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
套组-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赋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60 广州傲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启明赋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1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蜜沁兰富勒烯逆龄焕颜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5
广州优之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愫怀玫瑰修护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修护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愫怀玫瑰修护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NOCO诺笛蔻滋养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89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SUMEL芦荟保湿健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695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XYVIIZZ黑头毛孔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00
广州中韩尚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御妮美靓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2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靓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2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靓丽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2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纳诗 vnaze多肽臻颜紧致修护冻干粉
套装-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31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ZERBO多肽赋活奢宠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3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语思亲氨基酸保湿滋润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39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青春修
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6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6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6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67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橄榄滋润保湿甘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68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QIOWNER俏妆主牛奶丝滑免洗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86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美丽密
码雪肌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9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美丽密
码雪肌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9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美丽密
码雪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7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傲来国润滑香氛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润滑香氛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润滑香氛润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DR.PEIRIS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芙丽康轻奢净畅套-轻奢净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5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娇芙丽康舒展修护套-舒展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7
葆丽康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TACUI她萃樱花润养活力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58 广州朗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由美精粹焕颜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0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一茶一嫣茶树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1
广州天宜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伦薇雅焕能精华液六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3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尼蒂思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65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美丽密
码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9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BAHO芭荷美丽密码雪肌六件套-美丽密
码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89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康雪天丽党参浴养套-康雪天丽党参浴
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04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瑜容草本植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08 广州名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涞淇儿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18
广州涞琪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夢玛丽薰衣草润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34 广州超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美肌套-透然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42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莉卡定型打底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定型打底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莉卡定型打底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QIOWNER俏妆主六胜肽睛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82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eor水性持久指甲油C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96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馥荌蛇毒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蛇毒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蛇毒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59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YOME积雪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06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eor水性持久指甲油D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08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钰榕泉时光焕颜美肌套时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14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co维生素E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19
凰旭（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珮安肌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21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ZYOME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23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ZERBO多肽赋活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3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瑾莱植萃多效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40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拾颜本草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46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伊人话题修护多肽冻干粉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26049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珮安肌润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07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主色之迷舒缓保湿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14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朵视黄醇胎盘素御凝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视黄醇胎盘素御凝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朵视黄醇胎盘素御凝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茹臻致嫩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41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UMAYAN轻颜逆龄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6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尼蒂思舒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77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慕菲思深层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81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珂尼蒂思舒养菁华慕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85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柏莉拉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187
广州柏莉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19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19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19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特生姜无硅油洗发水（强韧盈润）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38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芙特无患子无硅油洗发水（控油清
爽）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39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金芝泉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42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茹草本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50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茹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61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米丽氨基酸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氨基酸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米丽氨基酸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7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  水润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275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瞳人燕麦净润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70
广州市瞳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翎雪玫瑰牛奶滋润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71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兰美姬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78 广州瑞宸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瑞蔻 臻润修颜依克多因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87
广州玫瑞蔻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美诗泽草本焕颜净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88
广州美诗泽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CHRYLOVE液体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90 广州珂惠洛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韵森草本清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392
广州美韵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KAEYAN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40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KAEYAN蛋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40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青春活力焕肤美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409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小黄油美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小黄油美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小黄油美肌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222 PF-F06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5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 PF-F07 #000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6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 PF-F07 #111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7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000 PF-F06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8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表皮修护冻干粉溶媒液组合-
表皮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29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111 PF-F06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30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PINKFLASH LASTING MATTE LOOSE 
POWDER PF-F07 #222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3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富勒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76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墨雅堂驻颜靓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80
广州市妆帮主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娜蜜菲尔菩提花靓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菩提花靓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菩提花靓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90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ACE WITHLOVE玫瑰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6697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润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润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润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尔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33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桃蒂透明质酸源漾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37
广州亦美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曼尓玫瑰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39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溶媒液+抗皱凝时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
抗皱凝时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溶媒液+抗皱凝时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
抗皱凝时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溶媒液+抗皱凝时养肤纤连蛋白冻干粉+
抗皱凝时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5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姿多肽胶原逆龄膜粉+初姿多肽胶原
逆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58
天行（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红景天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6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红景天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6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葩  肩颈御养套组-红景天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60 广州市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白兰花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白兰花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白兰花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7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乐萨儿草本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0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莱乐萨儿草本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07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珀由美精粹焕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11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还幼天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12 广州英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芳菲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芳菲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玉容芳菲肌底赋活冻干粉+肌底赋活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16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蓝铜胜肽冻干粉·靓肤滋养溶
媒液套盒-蓝铜胜肽冻干粉+靓肤滋养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22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植肤兰逆龄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2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鱼子酱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28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芯源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29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3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美莹润精粹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精粹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美莹润精粹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肤兰水漾无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4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汐瑾莱净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53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冰川水密码靓肤蚕丝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56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汐瑾莱柔顺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59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颜臣修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61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圣修堂香薰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64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茹蓝酮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76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79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植肤兰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8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逆龄修护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8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合丰堂箐舒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箐舒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箐舒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688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沁蜜温韵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月 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月 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月 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09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茹臻致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5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洋甘菊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精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精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安堂清风伊人草本套-精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1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2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蓝莲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3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驻颜抗皱焕活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2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留香亮肤身体乳（晚香玉
与橙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1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留香亮肤身体乳（晚香玉
与橙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1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留香亮肤身体乳（晚香玉
与橙花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1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珀由美肌润焕采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4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斐诺秀氨基酸净润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5
广州斐思妮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之源轻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7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莱乐萨儿草本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8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莱乐萨儿草本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8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CHOOSING男士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男士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男士清洁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3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男士畅爽魅力悠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男士畅爽魅力悠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男士畅爽魅力悠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酷爽罗勒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由美精粹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8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馥荌紫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紫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馥荌紫米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珀由美肌润焕采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50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希肌谜雅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53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y Jona 宝贝乔娜鎏金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61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Baby Jona 宝贝乔娜绿精灵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63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活泉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67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赋活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6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晶莹透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6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赋活肌底修护组合套 赋活肌
底修护粉+赋活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颜奢汇赋活肌底修护组合套 赋活肌底
修护粉+赋活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水润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活泉水润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晶莹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晶莹透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6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亲肤约会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7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水润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水润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7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赋活肌底修护组合套 赋活肌
底修护粉+赋活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8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多效保湿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698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神颜范女神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11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女神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12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女神焕颜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13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女神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14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女神臻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15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莉妍氨基酸滋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25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莉妍氨基酸保湿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26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莉妍氨基酸滋润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27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和之韻凝莹嫩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58 广州沁青赋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修堂草本液Ⅲ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62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修堂草本液Ⅱ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63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碧泉提拉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67 广州韩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姿兰薰衣草倍舒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74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拉维丝焕颜持妆粉底液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79 广州九如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精华液2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84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完美青春活力焕肤美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88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遇见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097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韩月亮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0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韩月亮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0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韩月亮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01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DAIXUANER鱼子精华水凝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22 广州含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2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2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2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修护冻干粉+黛丽雪姬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42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范儿逆龄冻干粉+暨美范儿逆龄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77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妆姿兰柠香舒畅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92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姿兰玫瑰舒缓护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196
广州妆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至臻舒缓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1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至臻舒缓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1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至臻舒缓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1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平衡调理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16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红茶玫瑰舒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红茶玫瑰舒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红茶玫瑰舒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eoxo男士焕颜多效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23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丽雪姬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25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缇丽胶原蛋白紧颜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0 广州耀东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橄榄柔顺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肌谜雅身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8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肌谜雅身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39
广州芊舟瑾萱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润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7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轻韵魅力娇韵呵护套-嫩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柔香情花语香薰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53 广州和运通贸易有限公司
卓酷果酸净透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果酸净透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卓酷果酸净透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创舒密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5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OKMR男士氨基酸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77 广州学有道贸易有限公司

雪颜臣多效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283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修亿肤安肤修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04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彩生活修护焕肤身体乳-水蜜桃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06
广州市闰姿棠化妆品有限公
司

eoxo男士焕颜多效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09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丽雪姬多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27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立禾莱斯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38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亿肤焕彩美肤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39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 丝酷闪亮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0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如泉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1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如泉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44
广州市芙如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X.ZD诗美欣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SMX.ZD诗美欣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SMX.ZD诗美欣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53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卡芬优能锁水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56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馨媛致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6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FETIME AFFECTION蓝铜修护冻干粉
（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76 广州泰盈贸易有限公司

暨美范儿无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81 广州惟美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DE-DCD第依活力平衡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82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芳香舒缓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8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爽肤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8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通透清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8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爽活清肌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9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拉柔丝蜜玫瑰焕采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391 广州上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溢生活肤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00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DCD第依理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02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凝肌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04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田娇园玻尿酸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05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MG玫瑰盈润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12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可丽水漾亲肤精华水1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38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合丰堂千娇百媚呵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E-DCD第依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0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3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3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3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3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4珠光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4珠光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4珠光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55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姜韵调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6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聚柔滑溜溜营养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6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动力之源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0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KING JOE圣骄伊密码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2
浩宝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4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 极光三色眉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1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润沙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22 慧泉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花の约樱花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26
光音（广州）投资发展有限
公司

USpace恩希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3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SEOMOU 多肽紧致凝胶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37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HOOSING型男精致焕肤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型男精致焕肤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型男精致焕肤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4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ESLOOK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55 广州友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stpetrica果酸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stpetrica果酸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istpetrica果酸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5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淑印象草本精华滋养舒缓胸部套草本
精华滋养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560 广州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臣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03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植肤兰光感遮瑕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1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ANG CHUN昌·纯臻颜轻柔清薄气垫BB
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4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余几蓝酮倍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48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肌肽舒缓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49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淑印象草本精华滋养舒缓胸部套草本
精华滋养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52 广州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幺妹儿补色丝滑护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7669 广州恬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nazie赫纳姿水蛭素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nazie赫纳姿水蛭素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ernazie赫纳姿水蛭素眼部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珍珠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珍珠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材珍珠水光凝胶+善材焕彩软膜植物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7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诺颜美NuoyanMei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7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寂静森林珍珠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78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AO·HUSHI焕颜亮肤套-焕颜亮肤冻干
粉+焕颜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094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卡姿天然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0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姜韵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1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暨诗颜虾青素水润嫩肤冻干粉+水润嫩
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18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迪智时光肌玫瑰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2 广州诗如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虫草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焕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润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3 慧泉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螺旋藻酵母肌能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5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田娇园丝柔净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36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田娇园螺旋藻酵母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43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旭白靓颜透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53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旭白靓颜水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5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控油防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75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多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8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多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8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多肽嫩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80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平衡修护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99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平衡修护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99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平衡修护无硅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199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FLUGEL迪芙格雪颜多肽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02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美瑞蒂斯童颜焕肤美肌套 童颜焕肤美
肌粉+童颜焕肤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0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艺菲儿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菁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蛇毒肽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蛇毒肽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蛇毒肽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柚子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柚子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蜜菲尔柚子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澈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ECE梦幻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81 广州佩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毛孔细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毛孔细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蓝瓶毛孔细致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2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百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百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百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2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OCO诺笛蔻香氛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68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NDCO诺笛蔻丝滑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71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花觅秀小分子多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73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亿肤焕彩美肤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395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ズーシー　星砂リキッドアイシ
ャドウ　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星砂リキッドアイシ
ャドウ　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星砂リキッドアイシ
ャドウ　０５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星砂リキッドアイシ
ャドウ　０６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堍海藻植萃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堍海藻植萃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堍海藻植萃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28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魅力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魅力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 男士魅力控油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4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ズーシー　星砂リキッドアイシ
ャドウ　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7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旭白靓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80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爸爸去哪儿宝宝清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83
广州安徒生护理用品有限公
司

型卡沁润水润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86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TGH男士净透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87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素心颜素颜莹肌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9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旭白靓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49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旭白靓颜透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0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朵云氨基酸滋养香氛无硅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20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滋养香氛无硅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20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滋养香氛无硅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20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焕颜亮肤套-焕颜亮肤肌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21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透明质酸钠舒润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透明质酸钠舒润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透明质酸钠舒润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青元气水漾卿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青元气水漾卿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青元气水漾卿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绿茶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0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觅秀清肤油脂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6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小分子透明质酸钠润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小分子透明质酸钠润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 POEM小分子透明质酸钠润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紧致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4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紧致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0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亮颜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1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焕颜精华液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2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肌肽御容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4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肌肽御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6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生源肌肽御容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7 广州葆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亮颜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8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瑾素颜女王焕颜精华液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59 广州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润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67 慧泉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梦茵娜中式醉鸾故宫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70 广州嘉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尔多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73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妍韶华滋养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76
广州水妍韶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BFsight焕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78
广州艾尚美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碧纯草本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81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韵妙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8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心颜素颜草本蛋白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纤碧纯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88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9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9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95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OMOU 六胜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596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烟酰胺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抗皱凝时养肤组合-抗皱凝时养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逆龄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2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花田娇园螺旋藻酵母养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35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植肤兰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3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4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靓美丫焕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丫焕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丫焕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UCHCARE玛苏卡精润高光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55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玻尿酸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5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UTK尤荼绮色彩幻境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67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绿茶净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72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祛屑保湿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74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黛芙霖美肌焕颜多效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81 广州杰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觅秀多肽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83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秀臻颜虾青素抗氧化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85
贝丽天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娜秀臻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86
贝丽天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DIFEI·NIYA莹润清透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8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陌男士清爽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93
广州市芈月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素心颜素颜莹肌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69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靓美丫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丫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美丫清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0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肤兰水凝水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1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美涵妤熙奢宠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20
广州美妤智能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兰水漾水凝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2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漾水凝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2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逆龄时代悦颜套-生物肽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31 广州品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33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34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费尔菲斯茉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35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诺斯莉 奢润焕亮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38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希瑟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42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栗子修容眼影腮红粉底膏高
光组合粉盘（修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1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颜者水莹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2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3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迷迭香
与香柠檬海盐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迷迭香
与香柠檬海盐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迷迭香
与香柠檬海盐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5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CSZYMCX千姿色彩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CSZYMCX千姿色彩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MCSZYMCX千姿色彩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58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64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费尔菲斯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66
广州花样年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尊享多肽水莹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6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文千亿植物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89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媄人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性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1
广州一芦一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Space恩希雅盈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2深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1墨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1墨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绚鳞彩色眼线液笔01墨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799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童颜焕肤美肌套 童颜焕肤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0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香水百
合与铃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0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香水百
合与铃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0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香水百
合与铃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09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尔雪莲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12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泽颜山茶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1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蔓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34
广州市名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美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3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郁金香
与小苍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郁金香
与小苍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郁金香
与小苍兰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甜石榴
与罗勒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甜石榴
与罗勒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 GUYS植萃柔嫩香氛沐浴露（甜石榴
与罗勒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56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途紧致眼霜V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61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NDCO诺笛蔻柠檬纤手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65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TOOSUN美甲基础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72 广州图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多效乳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898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珂尼蒂思草本舒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09
广州辉阳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QIOWNER俏妆主绿石泥浆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27 广州筷莳玳贸易有限公司
花觅秀多肽清肤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57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雾色梦境哑光唇釉
P101危情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7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雾色梦境哑光唇釉
P104致爱丽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71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雾色梦境哑光唇釉
P105玛丽女王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72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雨秀芙藏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8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焕颜亮肤套-草本皙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84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型卡清爽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89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9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悦色驻颜定格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8991
广州奥能医药生物工程技术
有限公司

艺菲儿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纯草本养发粉（三号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13 广州华恪贸易有限公司

黛丽雪姬容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25
广州俏玫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宁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31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银耳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36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关泽颜山茶花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46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KOKOMI 焕肤平衡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47 广州苛苛米科技有限公司
依芯堂时空琉璃臻宠套-时空琉璃滋养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51
广州国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素心颜素颜黄金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5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LEBENS BRUNNEN 生命之泉铂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59 广州医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静淑印象草本精华滋养舒缓胸部套草本
精华滋养舒缓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67 广州时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心颜素颜奢华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8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香曼尔绿茶益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97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缇莱赋活修护肽液套盒 雅缇莱赋活
修护冻干粉+ 雅缇莱赋活修护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098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丝路驼宝驼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13
灵峰药业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妙蕊五天焕颜面膜（10片装）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1
广州妙蕊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

艺菲儿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虾青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辣木籽果草本植物熬制丝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4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玫蜂蜜牛奶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26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奢宠名媛璀璨焕颜VC-IP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32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芯堂时空琉璃润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33
广州国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BITi芭碧缇奢宠名媛璀璨净肤VC-IP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36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汐瑾莱熊果苷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38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容仙侣芙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41
广州上清长生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艺菲儿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玻尿酸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eoxo山茶花焕颜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55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YIKAEYAN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7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oxo男士焕颜多效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93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比兰茜水宝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197
广州市比兰茜大健康产业有
限公司

花觅秀贻贝蛋白安肤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06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妍漾净肤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19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恋尚阿芙茶麸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21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动力之源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29 广州博携贸易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奢
容美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奢
容美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奢
容美肤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富勒烯奢容美肤套组-富
勒烯奢容美肤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3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颜素颜奢华滋养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4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唯柔香情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47 广州和运通贸易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韵养润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52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花田娇园螺旋藻酵母双重肌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58
广州市花田娇园化妆品有限
公司

唯柔香情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62 广州和运通贸易有限公司
花觅秀清肤祛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70 广州己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丸蜜臻活焕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7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亿肤樱花轻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277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0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0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0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hynu藻尚好白芨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15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丝淳鱼子酱氨基酸滋养补水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35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紧颜胶
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36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焕颜精
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37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秀臻颜虾青素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63
贝丽天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花遇见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67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花遇见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72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柏宁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73 广州蓓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清洁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74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花遇见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375
广州华玫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活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はい！たまご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はい！たまご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はい！たまご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はい！たまご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ハリ·弾力の
あるお肌へ 無着色料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ハリ·弾力の
あるお肌へ 無着色料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ハリ·弾力の
あるお肌へ 無着色料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詩留美屋洗顔フォーム ハリ·弾力の
あるお肌へ 無着色料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0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itiara诗途羽盈控油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18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DCD第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26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颜素颜莹肌保湿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弘生尚美润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2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傲来国迷迭香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迷迭香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傲来国迷迭香清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搏骋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4 广州市利丰年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姐姐烟酰胺桃花沐浴香氛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6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禾伊肽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38
泽禾伊肽（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舒缓润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49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OUMIAO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0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0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贵妇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0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YIKAEYAN紧致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2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58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68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iki童梦小姜饼丝滑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71 广州景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鱼子紧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90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燕窝胶原蛋白锁水修护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9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燕窝胶原蛋白锁水修护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9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燕窝胶原蛋白锁水修护免洗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496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瑞蒂斯赋活肌底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0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修护套-透然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07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龙胆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1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香曼尔玫瑰固态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14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秀丽水活透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18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秀丽水活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20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草本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3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CSTHAELN科莎蓝盈肌赋能肽冻干粉+盈
肌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48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臻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臻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复活草臻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燕窝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65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乐绘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7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乐绘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7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乐绘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7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Floresan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88 广州碧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暨诗颜多肽舒润美肌冻干粉+舒润美肌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597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乐绘植萃积雪草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0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乐绘植萃积雪草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0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乐绘植萃积雪草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0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诗颜多肽补水靓肤冻干粉+补水靓肤
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04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舒缓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0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桐蓝酮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桐蓝酮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桐蓝酮肽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1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诗颜水嫩清透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3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玉炫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15 广州泊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MEN辣木熬制辣根精华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28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芯堂时空琉璃臻宠套-时空琉璃能量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29
广州国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E-DCD第依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3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尚阿芙水解蛋白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43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秀丽水活睡眠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44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4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65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QIAOMEIYAN俏魅妍弹力紧致舒缓提拉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38 广州俏魅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IAYEU微美时光黄金胶原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5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AYEU微美时光黄金胶原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5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GIAYEU微美时光黄金胶原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50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laned臻萃优品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67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CSTHAELN科莎蓝舒纹赋能肽冻干粉+舒
纹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75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NHUA红茶塑颜紧致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76 广州雄兴汇贸易有限公司
MWJ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98 广州胜天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9799
广州市熊本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贝莉KINBERLEY御龄焕采套盒巨藻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03
广州嘉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时光焕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0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桉之梵玻色因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桉之梵玻色因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桉之梵玻色因修护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1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MEN辣木熬制辣根精华祛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21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芝柠檬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37
广州秋芊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悠赞光感透润粉樱钻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39
广州市腾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1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45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平衡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蕴海明珠抹丽秀润泽秀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6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植肤兰海洋之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7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媚集灵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8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灵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8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灵芝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88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萧筱氨基酸清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氨基酸清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氨基酸清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0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YU夏瑜双头自动眉笔2209 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0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YU夏瑜双头自动眉笔2209 02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09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YU夏瑜双头自动眉笔2209 03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11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YU夏瑜双头自动眉笔2209 04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1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WEIMIKOU柔滑顺畅自然眉笔01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1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WEIMIKOU柔滑顺畅自然眉笔02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1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WEIMIKOU柔滑顺畅自然眉笔03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19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WEIMIKOU柔滑顺畅自然眉笔04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21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2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希玻色因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60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清肌草本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7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Aifudeli蜂皇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76
鑫华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植肤兰烟酰胺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8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妍采臣丝绒亚光持久唇釉(02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2999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精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0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 神经酰胺盈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0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采臣丝绒亚光持久唇釉(01玛尼亚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0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丝绒亚光持久唇釉(03牛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0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诺美荟白池花神经酰胺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1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丝绒亚光持久唇釉(04温柔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1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Dr.Senmade大麻叶舒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13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2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2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祛痘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2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蓝氏伽蓝本草 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25
广州市伽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扬容光丝柔散粉 R1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28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容光丝柔散粉 R102白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3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容光丝柔散粉 R103自然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33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arlGo植萃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34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派克力玫瑰精油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38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儿坚果呵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5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儿坚果呵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5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儿坚果呵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5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貝阿妈四季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53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植肤兰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5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泊妮娅妃人参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60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派克力浪漫邂逅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68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琉光焕颜清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70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琉光焕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72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琉光焕颜肌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74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珀由美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79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帝の本草清透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8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清透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8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清透弹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89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BEINI魅贝妮蓝钻水漾双层气垫焕肌
光采气垫霜自然色+焕采恒久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92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丝滑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9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丝滑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9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丝滑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09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富勒烯润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0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多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18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柔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柔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柔润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2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紧致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40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46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玉面狐狸 紧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47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美臻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52
广州雅美臻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缇芙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舒感清滢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惜颜依克多因肌底眼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59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细致润养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6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润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68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蓉青春美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76 广州医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胶原蛋白精
华液+胶原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胶原蛋白精
华液+胶原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胶原蛋白精
华液+胶原蛋白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8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慕斯绒情口红套装-草莓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0194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龄JEORLIOR烟酰胺熊果苷小分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龄JEORLIOR烟酰胺熊果苷小分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瑾龄JEORLIOR烟酰胺熊果苷小分子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黛仙姿 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 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兰黛仙姿 绿海藻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鱼子精华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翎雪薰衣草牛奶滋养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8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1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雅缇莱素颜美肤套素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27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气垫粉底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3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护颜者童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36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缇莱素颜美肤套素颜新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53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DE-DCD第依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61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缇芙轻感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品芳颜多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27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心颜素颜黄金粉嫩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0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瑞蒂斯赋活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0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CHOOSING型男活性炭控油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型男活性炭控油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OOSING型男活性炭控油劲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净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1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MEN辣木熬制辣根精华修护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23 广州九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24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诗颜舒润补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44 广州淑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瓷皙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48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ODELBERG多肽紧致润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54 广州泉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7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7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樱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7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克力胶原蛋白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76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弘生尚美怡然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91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STHAELN科莎蓝塑颜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396 广州科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迪舒艾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0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艾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0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艾叶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0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自然谜色小安瓶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09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雅缇莱草本祛痘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18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植肤兰富勒烯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珀由美祛痘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6
广州超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高品雅青春赋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7 广州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塔拉汗焕颜紧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塔拉汗焕颜紧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塔拉汗焕颜紧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3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玞妮妍氏酵母水凝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44 广州夏世贸易有限公司



纤瑞儿喷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瑞儿喷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瑞儿喷喷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奢宠御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7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活能水光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舒缓修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77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舒新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82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净透润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84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男士氨基酸控油补水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85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水妍娇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89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90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美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91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心妍漾盈润水凝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497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膜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04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SASK氨基酸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16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透然修护套-透然修护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17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DINA玫丝蒂纳丝滑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43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颜小纯氨基酸润肌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47
广州市聚力赢战贸易有限公
司

御唐王妃小周瓶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50 广州新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芙清颜水肌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61
芳尔妮姿（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舒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6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HIGHCOOK栌克牛油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564
普仁堂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植肤兰清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2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尚慕菲思活力深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50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蓝风铃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蓝风铃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蓝风铃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5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7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6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途防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80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多肽修护
冰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84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香肤美高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88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甜莱美多效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690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0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0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00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路易经典焕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0 广州丽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纯真牛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纯真牛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纯真牛奶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6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7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7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净颜祛痘套颜华善美净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17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富勒烯羊胎素贵妇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雪莲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3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爽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6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派克力珍珠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28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滋爽氨基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氨基酸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派克力胶原蛋白清爽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38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雪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3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润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4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克力茶籽控油净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48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EITH BROWN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滋爽薰衣草香氛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薰衣草香氛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薰衣草香氛柔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58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丝慕海藻精粹焕颜润肤补水按摩清洁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61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芍药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6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芍药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6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芍药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6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肤美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69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YAO植物原浆护发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8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GUYAO植物原浆护发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86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香肤美高保湿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89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耀师玫瑰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9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玫瑰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9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玫瑰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91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GUYAO植物原浆沐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93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GUYAO植物原浆沐浴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793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慕贝妮MUUBENEY水杨酸祛痘清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0
伊魅姿（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滋爽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海洋精华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4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滋爽樱花香氛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35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世恋人山茶花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1 广州多特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复活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复活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复活草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定制水光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草堂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6 广州靖云医药有限公司
琳草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49 广州靖云医药有限公司
香肤美高保湿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70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YAO植物原浆洗发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7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GUYAO植物原浆洗发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74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澳途嫩肤滋养身体乳液V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81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8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89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9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舒畅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9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9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圣思維丝光耀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94 广州孟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克力生姜颗粒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897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IGHCOOK栌克宝贝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00
普仁堂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艾芙达基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达基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芙达基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肤美活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12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肤美紧致弹力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15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洛菲海藻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18
贝洛菲（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诺颜美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19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2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2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焕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2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优卡姿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25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新颜臻养冻干粉+臻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3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茜蔓高补水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35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木世家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41 广州美姬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臻玉寡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42
广州雅美臻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颜美天然植物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51 广州市红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HIGHCOOK栌克金盏花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58
普仁堂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甜莱美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62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玫瑰润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8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奢水漾沁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87
广州市魅丽密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HEORLBOL俏泊深海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0992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香丝柔特硬定型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08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黑琥珀与姜百合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2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黑琥珀与姜百合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2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OON黑琥珀与姜百合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2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MG莹润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28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卡连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3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3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卡连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32 广州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NZMIO韩姿密山羊奶雪肌玉肤透亮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44
广州天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范美方铜肽精华膜+铜肽精华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5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范美方铜肽精华膜+铜肽精华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5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U范美方铜肽精华膜+铜肽精华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5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62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雅臻养冻干粉+臻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7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品造型 麦雅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81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82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茹蛋白多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86 广州瑞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润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93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魅力天使8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31097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靓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194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悦活蕴能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195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品造型 金爵纯香特硬闪亮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00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麦雅发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02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08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草本平衡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1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觅冬悦活蕴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21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斯莉 时光玉颜美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51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萃肌活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5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萃肌活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5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萃肌活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53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嘉麗驻颜青春密码持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57 广州美嘉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彩姿萊多肽紧致面膜粉+多肽修护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63
彩姿莱（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修亿肤传明酸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64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柏蕴樱花莹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73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时代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时代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时代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觅冬悦活蕴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85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悦活蕴能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86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觅冬悦活蕴能紧致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88
广州市海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EORLBOL俏泊深海鱼子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89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ORLBOL俏泊深海鱼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90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ORLBOL俏泊深海鱼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291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0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日添分多效修护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19 广州俐森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丝柏蕴氨基酸丰盈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20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芭莎玻尿酸补水遮瑕BB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27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芭莎玻尿酸补水遮瑕BB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41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排合热耶姜艾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51
广州排合热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沐颜兰卡净透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97
广州黛妍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含翠诗蜗牛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39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嫩肤盈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嫩肤盈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烟酰胺嫩肤盈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0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06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丽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07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活泉柔肤洁面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1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ANQIER安淇尔香氛保湿身体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22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5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5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云微冠蛇毒胜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61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微沙尔咖啡轻薄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4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自然肌予多肽赋活光感紧致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5 广州珺赢商贸有限公司
微沙尔咖啡水嫩轻薄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6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尔玫瑰靓肤紧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87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排合热耶柔顺亮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89
广州排合热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排合热耶姜艾植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490
广州排合热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泊CHEORLBOL肌蛋虾青素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20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27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3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DE-DCD第依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3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纯微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35 广州琶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颜套靓颜滋养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36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小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49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完媄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完媄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完媄草本净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毛发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毛发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毛发清洁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67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妮美洋甘菊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7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洋甘菊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7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妮美洋甘菊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575
广州玖宫研化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亚草堂舒服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草堂舒服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草堂舒服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1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亚草堂沐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草堂沐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草堂沐之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23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绿茶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60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靓时光焕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71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玫瑰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98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之菡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1799 广州娜丞化妆品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蛋白肽柔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2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蛋白肽柔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2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EITH BROWN蛋白肽柔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2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MIAO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4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4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氨基酸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4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立影虾青素鸡蛋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立影虾青素鸡蛋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立影虾青素鸡蛋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5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KKERAPLEX黄金蛋白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68 广东星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慕之名 玫瑰金保湿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71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75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76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颜小纯赋妍润肌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82
广州市聚力赢战贸易有限公
司

爱玖康美肩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87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腹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88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90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清滋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08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润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09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瑞拉维尚水润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1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腰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12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腰部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14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HAINZMIO韩姿密多肽逆龄精雕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16
广州天之恋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玖康美背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20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栢丝芬牛油果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25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玖康美背部植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30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花容仙侣芙蓉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33
广州上清长生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KECO 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41 广州腾羽贸易有限公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C04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46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R05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48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二合一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55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植肤兰烟酰胺黄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5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乳糖酸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6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简迪舒婴幼儿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6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幼儿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6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婴幼儿保湿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6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缇莱羊胎素六胜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78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普方苏木晶草本植物养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84 广州普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1985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ANQIER安淇尔保湿滋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27
广州安娜贝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曼尔玫瑰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28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亚玛迪丝滑亲肤粉饼套盒-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38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亚玛迪丝滑亲肤粉饼套盒-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39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靓时光焕颜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65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元太岁灵芝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70 广州宣慈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71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丝柏蕴丰盈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2092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调理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3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3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舒缓修护套颜华善美舒缓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3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日间透亮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日间透亮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日间透亮焕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5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晚间熬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晚间熬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日夜精华套装 晚间熬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静享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静享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静享通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漾 花漾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33 广州沐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灸媛塑轻柔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轻柔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轻柔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3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通养护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通养护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通养护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腰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玉润冰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玉润冰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玉润冰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灸媛塑秋享莹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4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固然堂臻养靓发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161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蒂森娜儿氨基酸植萃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2294 广州道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0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0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极吾氏肩颈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0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妃油茶植物提取物茶皂素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12 广州万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兔汤姆种子胚芽婴儿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17 广州红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靓时光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19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丝蕊调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调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调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29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绛紫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1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绛紫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1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绛紫星辰）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1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星耀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3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星耀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3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幻觉光影星河九色眼影（星耀鎏金） 粤G妆网备字2021032333 广州尚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睛彩眼部赋颜套睛彩眼部赋颜液
+睛彩眼部赋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2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妙龄御方乳酸菌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21 广州纯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伊丝诺灵动纤巧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27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妃油茶植物提取物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29 广州万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颜套靓颜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31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丝诺广角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32 广州伊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莹多莉亚美肌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33 广州市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粉红芦荟嫩滑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粉红芦荟嫩滑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粉红芦荟嫩滑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4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靓时光焕颜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53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好脸道水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488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慕菲思乳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1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植肤兰凝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妍羽婷极致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羽婷极致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羽婷极致塑型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4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耀师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5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何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何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何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玉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59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竹炭控油清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63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雪颜赋活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6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轻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69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SHUIFULAI水芙莱胡萝卜素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79 广州莜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多肽修护冻龄套时光驻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8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艾源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59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艾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0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氨基酸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2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全美四季积雪草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22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肌底倍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24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茶妃油茶植物提取物茶籽油养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25 广州万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吻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29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Kaerya卡尔雅绚彩潮色眼线液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32
广州洁俪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erya卡尔雅绚彩潮色眼线液笔02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33
广州洁俪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arlGo植萃玉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48
广州恩沛国际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森小婕绿野仙踪多功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绿野仙踪多功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绿野仙踪多功能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5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玺奢青春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1
广州市魅丽密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气质橄榄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气质橄榄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气质橄榄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风情玫瑰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风情玫瑰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风情玫瑰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7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新肌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69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艾源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7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冬虫夏草时光冻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78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羊胎素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83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虞芳秀美肩颈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6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秀艾能量精华护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01
大爱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莱肯士丰盈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丰盈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丰盈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2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丰盈篷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丰盈篷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丰盈篷松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1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轻龄紧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20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莉源菲胶原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37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液（晶透
水润）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液（晶透
水润）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补水精华液（晶透
水润）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3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曼丝奈亮泽嫩滑香芬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45 广州曼丝奈美妆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5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5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ESJQNER·COLLEGTJON浪漫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57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BEINI魅贝妮蓝钻水漾双层气垫焕肌
光采气垫霜象牙白+焕采恒久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60 广州魅贝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小婕炫彩高光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炫彩高光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森小婕炫彩高光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6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SUESS绎瑟斯祛痘护理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69
广州琳海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精华液（醇润
奢养）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精华液（醇润
奢养）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修护精华液（醇润
奢养）

粤G妆网备字20210327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全美四季肌底倍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1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杏仁酸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19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慕菲思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21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花柏姿水光焕彩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36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薄雾轻痕持妆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50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孙美人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美人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美人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 水润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76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熊果苷焕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8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珍博士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898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1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美密密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33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柏科暨焕颜亮肤冻干粉+焕颜亮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37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玫瑰花靓颜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玫瑰花靓颜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玫瑰花靓颜莹润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菊花控油去痘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菊花控油去痘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菊花控油去痘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莳臻养冻干粉+臻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厚井姜艾植草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6
广州厚井健康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茉莉莹润嫩肤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茉莉莹润嫩肤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撒合热努热茉莉莹润嫩肤花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4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柏姿美肌补水凝胶+丝柔亮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54 广州美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柔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泊奢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8 广州俏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润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润千颜草本润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90 广州妍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奢嫩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2992
广州市魅丽密码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圣修堂舒缓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06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甄美蕙驻颜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0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甄美蕙驻颜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0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甄美蕙驻颜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07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凝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1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Na多肽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36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Na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44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熊果苷焕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6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芭堍海盐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堍海盐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堍海盐净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IBAIMEI汇百美视黄醇熊果苷高光提
亮赋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90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润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91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范维斯男士火山岩控油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92
广州范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科暨蛋白肽冻干粉+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97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蔓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09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蔓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0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科暨抗衰修护冻干粉+抗衰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01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蕾善蔓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0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际之缘海生素提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21 广州晨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欧尔玻尿酸润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24
广州姚瑶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欧之漫清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3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清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3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清爽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3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密密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74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科德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科德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科德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1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活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活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活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1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温润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温润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温润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胸部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胸部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胸部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蔻若薇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19 广东蔻若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若薇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20 广东蔻若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T&T添美然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T添美然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T添美然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根源堂时光焕采赋颜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81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美密密舒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87 广州鼎美汇商贸有限公司
尚品造型 水润堂香薰特硬保湿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88 广州尚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91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91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帝の本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91 广州家化化妆品有限公司

半月浮生心动轻雾唇釉-01初遇橙迷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94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半月浮生心动轻雾唇釉-02偷心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33296
广州立壹科技创新投资有限
公司

MINSHZEE茗希芝琥珀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0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琥珀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0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琥珀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02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欧蜜亚OUMIIYA肌源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55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颜蔻依克多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依克多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依克多因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6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起媄活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66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起媄活能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68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尚水美修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7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76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76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MOU马油滋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82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婷色立体多效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83
广州市维娜美业科技有限公
司

JURSUL汝丝氨基酸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33388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丽莎凡士林草莓味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00
广州市华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丽莎凡士林植物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04
广州市华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积雪草密集修护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10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4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22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丽畅想极光单色眼影YD105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26
广州乐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 miracle舒缓补水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舒缓补水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舒缓补水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3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星际之缘三胜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40 广州晨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星际之缘多重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43 广州晨曦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肩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45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植肤兰水漾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5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益媛熙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55 广州泓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玻尿酸水光套玻尿酸光感润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6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佰道路路通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46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楽敦楽赞多效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09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植肤兰水动力调理组合水分子调理乳+
鲜润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1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亿起媄素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25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普尼苦参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28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亿起媄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29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2 nail wink 春日抹茶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32 广州亚妃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九匠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40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亿起媄能量安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586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扬八角玲珑散粉 TD1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01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八角玲珑散粉 TD102白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0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玻色因塑颜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0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丽扬八角玲珑散粉 TD103自然珠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06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修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25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特兰多肽润护焕颜粉+维特兰多肽焕
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28 广州欣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3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清爽多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3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蔓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4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瓦熙WAXI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51
瓦熙化妆品（广州）有限责
任公司

雅词舒缓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55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石室翁蔓荆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6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科暨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65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睛彩眼部赋颜套睛彩眼部赋颜养
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6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柏科暨紧致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68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柏科暨蛋白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0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柏科暨透亮美肌冻干粉+透亮美肌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1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致命温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致命温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致命温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4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科暨美塑修护冻干粉+美塑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5 广州铭媛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偏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偏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偏爱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77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金盏花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金盏花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金盏花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金盏花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9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姿娜鱼子酱奢润滋养护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695 广州艾芙兰贸易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山茶油温和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0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山茶油温和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0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山茶油温和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0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山茶油温和洗
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0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妍春水润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14
广州国色天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FLD胡萝卜素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27 广州尚健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蜜莱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3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莱丽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白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白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白兰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７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馨莱丽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依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颜堂美肤莱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颜堂美肤莱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颜堂美肤莱 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莱丽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人参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罗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罗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罗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佛手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橙花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几何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4 广州媛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洋甘菊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丝柏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MOU胶原蛋白紧致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5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馨莱丽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没药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g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g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g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瓦熙WAXI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88
瓦熙化妆品（广州）有限责
任公司

馨莱丽黑胡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黑胡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黑胡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爱妮奢养紧致修护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奢养紧致修护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奢养紧致修护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莱丽花梨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花梨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花梨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广藿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当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当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当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MOU 黄金肌肽蜂窝抚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1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馨莱丽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荷荷巴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云汉方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7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馨莱丽月见草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月见草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月见草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莉轩焕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15 广州恒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莉轩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18 广州恒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蔓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2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恒莉轩美肌润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26 广州恒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尿酸水润晶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尿酸水润晶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玻尿酸水润晶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尿酸补水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1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思堡燕窝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2
广州汇思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蔓荆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生活涵美水杨酸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杨酸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水杨酸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39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大麻叶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大麻叶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姿大麻叶安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1 广州吉呈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文千亿植物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7 广州市致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MANSWAY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8 广州芙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道锁阳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4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道伸筋草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5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outhMe优思谜神经酰胺新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59
广州祺熙儿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未来健伸筋草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6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来健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7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舒缓修护
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7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普尼香氛洗发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83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雅普尼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86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8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精萃修护小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01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臻奢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11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臻奢舒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14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臻奢美韵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16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道锁阳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3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蒂美科密罗木米多肽精研修护肌活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41
麦蒂美科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50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50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道伸筋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5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小分子多肽水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约肤六胜肽抗皱水光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62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宁禾康植萃舒缓套植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73
广州宁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RENAIVE芳奈肤老友记沙棘水嫩修护
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74
京都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盈润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397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亿起媄活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028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盈润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03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宁禾康植萃舒护套植萃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038
广州宁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菲儿酵母鲜萃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至善世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善世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至善世养喷喷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田漾 花漾鱼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13 广州沐榕科技服务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维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滢美鎏光焕彩洁面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4128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ACCOR美案焕颜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382 广州美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龄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3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龄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3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龄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38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ANFUMISI水感养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395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苗康秘语景语套组景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05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９色アイシャドウパレ
ット１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0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９色アイシャドウパレ
ット１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0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丝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1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LYNN'S JOURNAL小琳日记二裂酵母修护
润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49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皱美拉童颜紧致胶原肽粉+童颜紧致胶
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皱美拉童颜紧致胶原肽粉+童颜紧致胶
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皱美拉童颜紧致胶原肽粉+童颜紧致胶
原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胶原保湿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4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クレンジングバーム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FUMISI臻萃养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57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甄美蕙驻颜抗衰焕肤素+驻颜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甄美蕙驻颜抗衰焕肤素+驻颜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甄美蕙驻颜抗衰焕肤素+驻颜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1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eoxo男士焕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3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沁靓氨基酸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66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斯麦琪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70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麦琪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73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露语套组露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79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轻语套组轻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80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小纯净颜洗卸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491
广州市聚力赢战贸易有限公
司

苗康秘语景语套组景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02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露语套组露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0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尊莹恒润美肌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05 广州丽今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轻语套组轻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09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逆龄修护套-多重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1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盈润养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2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洛野集美甲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24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草泉草本植物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35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I·OU北鸥日式罐装固态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3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日式罐装固态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37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普尼香氛沐浴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62 广州思瑟恩商贸有限公司

颜小纯赋妍珍粹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67
广州市聚力赢战贸易有限公
司

亿起媄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81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bertree白金焕肌亮泽套装-维C焕颜
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34582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完美青春活力焕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02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enmade大麻叶舒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06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GEMIYA 歌米亚定妆色乳4号极速棕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24 广州朵妍贸易有限公司
肌琳莎焕采滋润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焕采滋润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焕采滋润保湿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3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淳净屑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36
广州美雅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婷碧泉焕颜提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耀师去屑止痒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营养水润无硅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营养水润无硅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朵云氨基酸营养水润无硅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4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植萃舒缓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4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紧致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5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麦角硫因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53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依克多因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56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巧婷极光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5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63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65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丝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76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小分子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7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LYNN'S JOURNAL小琳日记玻尿酸水光丝
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78
广州市鸿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bertree白金焕肌亮泽套装-白金亮颜
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79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澳初绿宝瓶肌底修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绿宝瓶肌底修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绿宝瓶肌底修护植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酯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7
广州市海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研酯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7
广州市海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研酯薰衣草睡眠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4687
广州市海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沁靓时光焕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01
广州市摩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熙婕妤倍润清爽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12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焕彩眼部奢养套装-焕彩逆时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GOOCHIE古积唯一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27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OOCHIE古积耳语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32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丝素蛋白线+恩希雅丝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33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GOOCHIE古积纵情之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34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OOCHIE古积宠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51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胶原保湿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58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OCHIE古积幻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61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GOOCHIE古积午夜阳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62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奢梵時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OOCHIE古积暗示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71 广州梓煊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皇妃御圣汤植物多肽润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80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伶鹊丽人百合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86 广州伶鹊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轻语套组轻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92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露语套组露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9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景语套组景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4794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灿舒缓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02 广州芷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滋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07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08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背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10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眼轻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30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眼轻轻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38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眼轻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4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伊露莹火山泥清洁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火山泥清洁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火山泥清洁嫩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眼轻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4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丽龄细致赋活套-恩希雅
伊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51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寰太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52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54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雪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55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FUMISI胎盘酶皮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58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寰太艾叶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60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寰太1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63 广州寰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FUMISI胎盘酶皮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74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7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7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润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7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QUARIED果冻温变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4886 广州迈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时间寡肽胶原冻干粉+寡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09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吉尼雅寡肽胶原冻干粉+寡肽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12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根源堂赋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2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澳初深海鱼子酱抗初老日夜修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深海鱼子酱抗初老日夜修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深海鱼子酱抗初老日夜修护安瓶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缇思逆龄精华素 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36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mbertree白金焕肌亮泽套装-白金紧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41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全美四季肌底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4946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eoxo山茶花净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066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吉尼雅烟酰胺二裂酵母双效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072 广州昊妮潞贸易有限公司
十三女郎 精致塑形自动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5082 广州劲猴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盈润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盈润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盈润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3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E透滢补水保湿提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04 广州缇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Vieg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g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eg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俪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2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2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俪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2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美甲营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92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途深层水润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94
澳途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爱玖康美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196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DAY FOR NIGHT 弦月初生魅眸睫毛膏—
纤长款

粤G妆网备字202103521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全美四季积雪草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234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戀洋甘菊水养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2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洋甘菊水养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2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洋甘菊水养舒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2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膝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37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俏神州 CHOISENCHO净颜美肌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48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面部清洁组合套- 清肌净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49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XUAN ZHI JIA萱植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XUAN ZHI JIA萱植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XUAN ZHI JIA萱植佳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生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6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祛痱止痒桃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祛痱止痒桃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祛痱止痒桃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祛痱止痒桃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3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水蜜桃活力桃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4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水蜜桃活力桃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4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水蜜桃活力桃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4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水蜜桃活力桃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4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ANFUMISI胎盘蛋白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5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道首乌草本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37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莱丽快乐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快乐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快乐鼠尾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杜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杜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杜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焕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娜之谜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0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霓蜜语水光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16 广州颜妤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维C亮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维C亮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维C亮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水光唯美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4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小紫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百里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百里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百里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38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藏红花调理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39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槐花牛奶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4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槐花牛奶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4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槐花牛奶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4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槐花牛奶洗发沐
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4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Simeilan清润美肌无暇气垫BB霜01#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62 广州花之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莱丽葡萄柚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娜名媛寡肽修护冻干粉+舒缓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69
广州名媛美容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粉界FENJIE樱花小苍兰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482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梵時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玫瑰复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倍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倍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倍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倍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曼妍微肽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微肽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微肽滋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小分子透明质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之倾后木兰醇肌底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29 广州悦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dart臻萃盈润滋养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36
广州睿致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阅香靓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44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ambertree光透补水套装-光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46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洁兰妮皮膜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47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涤琳草本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涤琳草本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涤琳草本舒缓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mbertree光透补水套装-神经酰胺修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67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ambertree光透补水套装-积雪草修护补
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68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ambertree光透补水套装-补水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570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诺美荟葡糖苷椰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10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 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16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茵希毛孔收敛保湿水-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23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若黛植萃草本养肤套-植萃草本滋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3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芭莎魅力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36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麒美凡士林护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40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蒂兰黛花秘瑰萃水光亮肤高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46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面部按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58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QRZEN多肽逆时光冻干粉套装-CQRZEN
逆龄修护冻干粉+CQRZEN逆龄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多肽逆时光冻干粉套装-CQRZEN
逆龄修护冻干粉+CQRZEN逆龄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多肽逆时光冻干粉套装-CQRZEN
逆龄修护冻干粉+CQRZEN逆龄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6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芦媛紧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7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699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00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界FENJIE樱花舒缓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04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界FENJIE樱花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06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18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18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貝阿妈宝宝草本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66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御金枝草本疏通套-御金枝草本疏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68 广州华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娇润护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72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USpace恩希雅娇润护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775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滋润丝滑洗
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1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柔顺滋养护
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2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生姜汁多效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3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婴儿倍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1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榕世家轻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20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梵時金盏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金盏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金盏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丝迪 生姜汁多效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37 广州美聚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茵希鲑鱼精华活颜焕肤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44
鸿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BITi 芭碧缇尊享修护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45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5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5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5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62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62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9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9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语嫣素颜净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895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ziti美姿媞基底亮肤套-多肽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0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12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12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二裂酵母活肽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12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皮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16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Space恩希雅娇润护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17
时光向左研究中心（广州）
连锁有限公司

摩法诗活性肽修护冻干粉+活性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27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205#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3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约肤男士轻装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50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蔓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6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因美植萃痘肌修护套-植萃祛痘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81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界FENJIE樱花滋润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5998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清爽活力洗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清爽活力洗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清爽活力洗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清爽活力洗发沐浴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0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CQRZEN多肽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多肽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多肽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415#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7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416#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09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405#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11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水光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水光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水光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15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304#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2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Ximi惜蜜流纱柔雾丝滑唇釉01烟熏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34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形象美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透皙亮肤套-透皙亮肤冻干
粉+透皙亮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40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羽毛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4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羽毛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4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羽毛顺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49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金盏花舒缓痱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5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金盏花舒缓痱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5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金盏花舒缓痱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5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金盏花舒缓痱子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5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瑞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6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肌底倍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冬伊诺寡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7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红石榴防护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红石榴防护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红石榴防护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红石榴防护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1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律鎏金玉龄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8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Siling芯语修护冻干粉+芯语修护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95
广州市万坤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Rose Siling芯语紧致冻干粉+芯语紧致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097
广州市万坤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芦媛蓝铜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03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NGWAN映婉膏状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05 广州施奈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瓷维E随温润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1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瓷维E随温润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1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瓷维E随温润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11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未来健红花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1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mi惜蜜丝绒顺滑哑光口红-枣泥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23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佰道路路通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4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来健虎前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龄康唤醒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4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玫瑰活力香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玫瑰活力香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玫瑰活力香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FHELPS斐儿普思婴儿玫瑰活力香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5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龄康钧能馥活乳+钧能舒缓精华水+草
本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66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多效倍润洗发沐浴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6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多效倍润洗发沐浴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6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多效倍润洗发沐浴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6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多效倍润洗发沐浴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67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臻润肌底液+养颜维生素
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臻润肌底液+养颜维生素
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透亮臻润肌底液+养颜维生素
精华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71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倍润肌底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倍润肌底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都戀养颜倍润肌底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8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鑫视野纹尚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87
广州鑫视野教育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羙顔草藏红花修护多效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188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ILAHUI炫光柔滑微润口红01棕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04 广州恋惠进出口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 芭碧缇尊享修护恒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12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QIAO·HUSHI滋养家居修护套-氨基酸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17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积雪草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2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胶原保湿弹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28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HUSHI蓝铜胜肽管理套-丝润清肌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29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YAO植物原浆还原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31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GUYAO植物原浆还原膜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31 广州市白云玉洁化妆品厂

佰道金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3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粉界FENJIE樱花邂逅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43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护颜者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51 广州爱馨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莹润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5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界FENJIE樱花滋养轻盈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57
广州珂露曼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维蜜蔻WEIMIKOU钻石炫黑防水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65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胶原蛋白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7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植萃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多肽修护冻干粉+水嫩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5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小番茄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小番茄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小番茄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DO DO Deer多多小鹿婴儿小番茄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4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来健虎前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桃叶精华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桃叶精华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桃叶精华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桃叶精华香薰喷
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29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莪术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0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三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0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三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0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莪术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0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莪术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棱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1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TK尤荼绮色彩幻境修颜一体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37 广州欧缇思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龄康唤醒平衡乳+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40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岚吡硫鎓锌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41 广州全岚药业有限公司
QIAO·HUSHI滋养家居修护套-雪肌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43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韵凡士林维生素E护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49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洁净柔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洁净柔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洁净柔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5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漾莹润补水倍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漾莹润补水倍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水漾莹润补水倍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6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透皙亮肤套-透皙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65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漾美卸妆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70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Na紧致焕颜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75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细）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细）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GYAN朗颜自动眉笔（细）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8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璇渗透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89 广州艺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莹润精华水
+FAIRY RABBIT玻色因虾青素塑颜双效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9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莹润精华水
+FAIRY RABBIT玻色因虾青素塑颜双效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9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莹润精华水
+FAIRY RABBIT玻色因虾青素塑颜双效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91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语思亲凡士林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93 广州市丰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modart氨基酸净柔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398
广州睿致达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印伽古密奢润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0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SSMEL璀璨柔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5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SSMEL璀璨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6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SSMEL璀璨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7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青春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粉+紧致
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粉+紧致
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VC花青素紧致透靓冻干粉+紧致
透靓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HESSMEL璀璨柔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21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SSMEL璀璨柔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22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莲娜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莲娜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莲娜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奢汇童颜焕肤美肌套 童颜焕肤美肌
粉+童颜焕肤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40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颜奢汇童颜焕肤美肌套 童颜焕肤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4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妍采臣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2#亮橘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4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1#复古暗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48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双凤丝绒雾面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4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奢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奢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 miracle燕窝奢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孙美人童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美人童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孙美人童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HESSMEL奢宠焕颜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60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冠生源植萃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65
广州冠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
红（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6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
红（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68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
红（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佰珍堂纤细柔美持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纤细柔美持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纤细柔美持妆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7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礼一万年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2#亮
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7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ICO便捷速妆印章眉粉01灰棕色（柳叶
眉）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2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1#复
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3#番
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ICO便捷速妆印章眉粉02浅棕色（一字
眉）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6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NICO便捷速妆印章眉粉02浅棕色（柳叶
眉）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7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采臣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4#玫瑰豆
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8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润舒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6491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丝滑香水护手霜（清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绵羊油烟酰胺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绵羊油烟酰胺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绵羊油烟酰胺嫩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2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氏舒缓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39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植萃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41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植物呵护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45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植物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46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植物润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48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4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氏舒缓清新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51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333#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54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倾慕丝绒唇釉 420#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58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67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滋养美肤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6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滋养美肤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6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拉微格·卡巴尔滋养美肤啫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6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蔓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7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1#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轻透控油定妆蜜粉（03#浅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道金玉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偌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21
广州市大华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2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1#复古暗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3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亲焕樱雪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37 广州西米贸易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3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2#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4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NICO便捷速妆印章眉粉01灰棕色（一字
眉）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48 广州妮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4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
红（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5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3#番茄水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52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浮雕丝绒雾面口红
（04#玫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53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4#玫
瑰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5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妍采臣浮雕丝绒雾面口红（03#番茄水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6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予一氨基酸蓬松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74
予一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香薰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7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香薰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7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香薰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7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艾草香薰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7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JK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9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K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9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K荻苇草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69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00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偌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34
广州市大华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宁禾康植萃美韵套植萃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0
广州宁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青春肽青春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肽青春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肽青春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龙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姜汗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49
广州艾尔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佳丸洁面慕斯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0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臻奢舒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2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俏安娜羽感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7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蔻美媛贵妃养颜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8 广州紫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曼妍玻尿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773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肌百皙炫彩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876
广州市肌百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月雁焕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6879
广州汉风飞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酷吻清润去屑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889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蕾善八珍草本油（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689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酷吻清韧柔亮护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6895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蕾善八珍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5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八珍草本液（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5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八珍草本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6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庄水光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88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璞卡婴幼儿防冻防皲凡士林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91 广州乐欣母婴用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9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美臻玉牛油果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93
广州雅美臻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老头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94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699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女人香香氛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04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HESSMEL奢宠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09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LLIE艾莉博士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12
壹玖肆玖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19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美四季积雪草舒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2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CHESSMEL奢宠焕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26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SSMEL奢宠焕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28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3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31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赋春堂灵芝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3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春堂灵芝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3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赋春堂灵芝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3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吕后优雅美肌无瑕水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41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阳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4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阳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4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阳和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5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八珍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5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八珍草本液（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5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八珍草本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0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八珍草本油（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阳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阳和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阳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老头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6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八珍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9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月雁柔润焕采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96
广州汉风飞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花月雁透润焕采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97
广州汉风飞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芭茵大易阳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09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ELLIE艾莉博士素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01
壹玖肆玖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金伊莉 芦荟胶晶透不掉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03 广州劳丽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阳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0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阳和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0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times 红参弹润精华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11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妤角鲨烷润颜修护养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14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柳眉芙蓉马油手足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16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2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玻尿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2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赏之恋洛神花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30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欧梵蔻男士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49
广州华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婵瓷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瓷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婵瓷胡萝卜素变色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54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56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CK美甲透明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72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八珍草本液（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7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深层修护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7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深层修护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7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深层修护闪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177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YU夏瑜晶钻立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25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2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eoxo 山茶花焕颜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30 广州叶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CHESSMEL奢宠焕颜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34 广州浅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绿茶凝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3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芭老头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3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4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八珍草本油（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4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八珍草本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4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老头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4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妤穿心莲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47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兮引巧克力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55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欧梵蔻男士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57
广州华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姜艾有佳草本姜泥膏（棕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62
广州本草姿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蕾善五和草本液（酸枣仁）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6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梵蔻男士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65
广州华莱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五和草本液（枸杞）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6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五和草本液（白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7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五和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7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74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80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84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90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五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29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0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01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05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IAO·HUSHI草本净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11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植素缤纷果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12
广州可丽可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老头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1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草莓多芬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1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膜法雪芙舒缓清透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18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雅美泉水凝柔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25 广州鑫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因美植萃痘肌修护套-植萃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28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貝阿妈宝宝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3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爱礼一万年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液（白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液（杜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液（枸杞）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液（酸枣仁）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39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康天柱八珍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0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八珍草本液（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1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八珍草本油（当归）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2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八珍草本油（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3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蕾善五和草本液（杜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液（杜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6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8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漾倍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79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液（白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80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液（酸枣仁）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81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液（枸杞）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82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御康天柱五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83
广州名医堂健康科技连锁有
限公司

广亿堂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384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姜艾有佳草本姜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1
广州本草姿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液（酸枣仁）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液（杜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五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液（人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液（枸杞）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液（白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0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20 广州维尔汀贸易有限公司
爱兰菲脸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29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奥图玫瑰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45 广州维尔汀贸易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五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5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兰菲体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7469 广州爱兰菲贸易有限公司

芭茵大易三元草本液（参芪）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1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三元草本液（香附）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1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三元草本液（菘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2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元草本液（参芪）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2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偌丽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25
广州市大华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元草本液（香附）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26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元草本液（菘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2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三元草本油（锁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3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元草本油（锁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32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石室翁三元草本油（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33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三元草本液（菘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4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茶萃山茶籽臻颜奢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45
广州元木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蕾善三元草本液（香附）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48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三元草本液（参芪）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51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冠生源植萃滋润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58
广州冠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偌丽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59
广州市大华酒店用品有限公
司

香袭丽莎蜜源娇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84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蒂森娜儿木槿花柔顺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88 广州道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润亚麻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90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袭丽莎蜜源娇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94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香袭丽莎蜜源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597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十方树叶黄素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方树叶黄素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方树叶黄素眼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蕾善三元草本油（锁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4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茵大易三元草本油（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5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蕾善三元草本油（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0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毛孔收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80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8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 赋活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8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 氨基酸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7697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嬌瑪仕氨基酸净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378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氨基酸净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378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嬌瑪仕氨基酸净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3786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 MELQJ美丽奇迹修护液（1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37870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寂静森林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881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香蕊花蕊寡肽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06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香蕊花蕊甜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07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颐养臻美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颐养臻美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颐养臻美平衡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香蕊花蕊寡肽臻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5 广州圣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17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爱玖康美肩部护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7950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美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美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美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束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31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禾束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31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禾束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31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NDCO诺笛蔻香氛保湿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43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1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48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3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49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4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50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2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53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5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54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典娅丝绒渐变双色眼影棒06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57
广州市佰琳娜化妆品有限责
任公司

姿莱琊透薄持妆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66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姿莱琊透薄持妆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68 广州姿莱琊商贸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芊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芊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芊芊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尔之谜 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095
广州瑞鑫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Yer. cosmetics胶原美肌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04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DIYer. cosmetics胶原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17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精华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精华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udi橙男维C+酵母多肽氨基酸精华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30
广州市香蒙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DISHA夏迪莎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DISHA夏迪莎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DISHA夏迪莎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45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俪嫣燕窝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俪嫣燕窝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莎俪嫣燕窝弹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57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轻盈臻美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轻盈臻美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轻盈臻美草本套-轻盈臻美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6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メイクアップセッティングスプ
レー（オイル　コントロール）　

粤G妆网备字202103817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嘉丽绿鱼子源萃赋颜多肽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07
广州魅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柔润亮采妆前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立玛美 LI M MEI柔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5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立玛美 LI M MEI俏美呵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6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立玛美 LI M MEI舒畅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7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立玛美 LI M MEI温润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38 广州思创商贸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修护精华乳
+FAIRY RABBIT视黄醇六胜肽修护双效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9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修护精华乳
+FAIRY RABBIT视黄醇六胜肽修护双效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9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RY RABBIT雪绒花塑颜修护精华乳
+FAIRY RABBIT视黄醇六胜肽修护双效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29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可罗娜臻选Loocorna亮颜多效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罗娜臻选Loocorna亮颜多效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可罗娜臻选Loocorna亮颜多效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55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肤源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肤源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肤源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6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笉蔓瑞希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78 广州市魅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颜肌多效保湿芦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80
广州真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靓颜水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92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美肌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396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花青素多肽修护
粉+花青素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00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沉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0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笉蔓瑞希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14 广州市魅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 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20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透骨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尚阿芙浪漫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24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榕 青春紧致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0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依 绿豆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2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雏菊花舒缓养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4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花榕 青春紧致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6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容蝶积雪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积雪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积雪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依克多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依克多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依克多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芊润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芊润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芊润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定格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定格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定格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榕 水润修护鱼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456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宝俪 BCHIBOLIY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01 广州喜里控股有限公司
谜梵玫瑰多效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梵玫瑰多效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梵玫瑰多效补水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2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青春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青春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青春密码套-青春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积雪草紧致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43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倪启明焕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45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致龄肌肽焕颜紧致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54 莱可琳生物有限公司
馨许缘艾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许缘艾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许缘艾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生美波色因青春透肌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80
一生美医美（广州）皮肤管
理科技有限公司

悦榕世家活性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38586
广州市嘉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CALLURE GLITTERING LIQUID 
EYESHADOW FA195-G01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02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GLITTERING LIQUID 
EYESHADOW FA195-G02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03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FOCALLURE GLITTERING LIQUID 
EYESHADOW FA195-S01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04 广州即至商贸有限公司

花榕 素颜隔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25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之漫舒爽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6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舒爽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6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舒爽清透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68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净透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74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芙茉健康指彩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78 广州御萱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79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曼尔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90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貝阿妈宝宝痱子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695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排合热耶沙枣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38
广州排合热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格格驾到逆龄活肤冻干粉+逆龄活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47 广州汉方知己科技有限公司

水光生血清白蛋白精华紧致冻干粉+血
清白蛋白精华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50
广州水光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泽颜山茶花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58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玫萱雅水灵莹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77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CQRZEN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CQRZEN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8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芭老头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79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HRFR清肌净颜修护套盒清肌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00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羞花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03 广州景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06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欧稚凝润紧致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13 广州嘉贝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氨基酸清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羞花草本御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20 广州景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MULETTE焕颜修护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35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申 (猴)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47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戌（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52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53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臻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54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NC与四大文明古巴比伦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57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卯（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64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亥 (猪)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65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舒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6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艾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68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辰（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70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焕颜晚安冻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萱雅水灵丝滑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91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爱玖康美护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896
广州科元中医药技术发展有
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巳（蛇）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04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丑（牛）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11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18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RFR清肌净颜修护套盒清肌净颜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19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子（鼠）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33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玫萱雅水灵花容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3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蒂森娜儿木槿花清爽养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39 广州道华业化妆品有限公司
Xiansh仙诗华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sh仙诗华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ansh仙诗华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4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7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美颜柔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85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JM.JOYCE JAMAICA ROSELLE REPAIR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86
广州市玑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M.JOYCE ANTARCTICA PHAEOPHYTA 
LIFT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87
广州市玑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M.JOYCE EGYPT NYMPHAEA COERULEA 
MOISTURIZ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88
广州市玑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泽颜山茶花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89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蘭彩荷氨基酸控油蓬松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91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寅（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8999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西子美 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0 广州蜜施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祿（鹿）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3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爱妃思氨基酸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4
广州爱莉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人关泽颜山茶花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5 广州尚淘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莉姿娜鱼子酱臻养修护套组-鱼子酱臻
养修护安瓶精华油+鱼子酱臻养修护发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09 广州艾芙兰贸易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能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能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伊铭荟赋能草本精粉+草本臻养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康源舒畅臻养草本套-舒缓滋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1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康源舒畅臻养草本套-舒畅臻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2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壹叁康源舒畅臻养草本套-舒畅润养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13 广东铂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立美丝Limeisi生姜汁柔顺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021
立美丝（广东）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腰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腰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汉方仟草汇腰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10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HRFR清肌净颜修护套盒清肌净颜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182 广州六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馥蕊雅轻润滋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51
广州市颜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迪舒 艾叶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7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 艾叶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7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 艾叶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7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禾谷集水光倍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80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梨甲油胶02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81 广州色瑟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宠亚麻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82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逆龄修护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290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润柔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1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LUGX洛爵丝 延长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24 广州洛爵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 水蜜桃水润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2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茉臻萃菁透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33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肌百皙炫彩美韵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49
广州市肌百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曹植修护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1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媛会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5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百皙炫彩美韵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72
广州市肌百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兰雪颜赋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7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宠美韵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7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宠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76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奢宠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377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午 (马)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437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丽扬水感修容气垫BB霜 QB6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39440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貝阿妈宝宝痱子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09
广州阿贝阿妈婴童用品有限
公司

芭老头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1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1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豆清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27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御玫瑰甘草嫩肤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37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肌百皙炫彩美韵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41
广州市肌百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LHS驻颜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美容微脸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7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栢丝芬润泉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75
广州纳琦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TOFULS 晴彩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扬水感修容气垫BB霜 QB6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02 广州悦开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茉密集养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04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1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2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2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焕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25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Smooth Du臻颜养肤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29 广州杜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诗蒂妃七子草本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35
广州华贵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芊俏魅丽植萃平衡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43
广州立业匠心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酷吻清靓焕肤沐浴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57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妍采臣礼盒套装-记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59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Suitiara诗途绒雾柔焦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64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拾里汐美鱼腥草肌雪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70 广州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7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大隐清心栀子花植萃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79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美泉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692 广州鑫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刘倩尔无暇粉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刘倩尔无暇粉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刘倩尔无暇粉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刘倩尔无暇粉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养润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养润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骆驼奶益生元养润睡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魅丽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1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六胜肽弹润紧致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2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洛梵奇礼盒套装-记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2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ianse恋色 复活草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36 广州众诠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秀清颜富勒烯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739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皱美拉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羊胎素
淡纹弹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398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皱美拉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羊胎素
淡纹弹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398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皱美拉羊胎素淡纹弹嫩冻干粉+羊胎素
淡纹弹嫩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398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罗杰士自然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39891
星至江南健康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禾谷集补水焕肤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89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umiao欧淼光果甘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0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欧淼光果甘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0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O'umiao欧淼光果甘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05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老头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1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25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维达丽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26 广州留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MOU 胶原抗皱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28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曹植首乌清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31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禾谷集瓷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3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老头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3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UMH玉面狐狸紧致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0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茵妆 O'RLG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瑶芳熙妍美颜柔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45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息亮皙焕颜冻干粉+亮皙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息亮皙焕颜冻干粉+亮皙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息亮皙焕颜冻干粉+亮皙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斑息亮皙焕颜冻干粉+亮皙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8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本悦活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悦活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本悦活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秀臻颜虾青素抗氧化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1
贝丽天娜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植肤兰赋活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 Gold & 
Hyaluronic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 Gold & 
Hyaluronic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 Gold & 
Hyaluronic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water Coconut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water Coconut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osewater Coconut 
Facial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豆清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39999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SEOMOU嫩滑紧致舒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15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肤兰微塑多效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1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雪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lair Beauty Retinol & Goji Berry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etinol & Goji Berry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Retinol & Goji Berry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Glow Elixir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Glow Elixir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Glow Elixir Eye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7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Facial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风浅悦玻色因紧致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55 广州熙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5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59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檀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61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百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62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64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伽古密茉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65 广州宏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水凝丝润雨雾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7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曹植首乌清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74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罗杰士经典香水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75
星至江南健康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Aohoufuture 鱼子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78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瓷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81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津浦熙美集素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8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立享立美毛孔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88 广州尚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酉 (鸡)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094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酷吻清爽控油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02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禾风浅悦玻色因凝时紧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03 广州熙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金缕梅舒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06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07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风浅悦玻色因紧致活颜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08 广州熙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NSACE粉瑟立体光影粉饼-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10
哈里路亚（广州）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净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16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叁合人水舞灵动胶原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20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如在堂黑灵芝何首乌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22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ISE妍丽诗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37 广州天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果酸身体保湿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48
广州未来魔法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清道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清道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妍漾多肽抗皱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3
广州臻爱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叁合人美冻定妆甜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4
广州叁合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多肽修护冻龄套多肽修护冻干粉
溶媒+多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5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馨美研奢宠晶粹焕颜套臻美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66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TORIOMI多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80 广州唯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herb头皮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8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forherb头皮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8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forherb头皮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189 广州宝顺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蘭彩荷滋润柔顺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12
广州怡宇馨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KE雅媛蚕丝补水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17 广州缇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婷雪绒花水感润肤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32 广州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轩婷雪绒花水感润肤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33 广州铭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美桐橄榄倍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58 广州市美供贸易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26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誌川慕炫彩润色乳（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332
广州市艾文美发技术有限公
司

束水集多效修护冻干复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338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滋润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3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38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承方植萃养护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承方植萃养护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承方植萃养护佰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0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芳熙妍焕颜补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08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雅蔓丝臻润晶透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3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色优清润养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色优清润养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谜色优清润养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8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Collagen & 
Squalene Night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29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Vitamin C & Collagen 
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Hyaluronic & Retinol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1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24K Gold &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2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3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Clair Beauty Collagen Day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35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MG冰川水水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41 众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JM.JOYCE CARIBBEAN SEA CURACAO 
ALOE SOOTH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45
广州市玑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莹润修护冻干粉套冻干粉溶媒+
莹润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5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O!vire APEX奥薇肌初焕颜源— —肌初
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1 广州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SHAMPOO  SH1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SHAMPOO  SH1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SHAMPOO  SH1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CONDITIONER  SH2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CONDITIONER  SH2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Shayda  SULFATE TREE HAIR VITAMINS 
CONDITIONER  SH2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漾润泽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漾润泽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水漾润泽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vire APEX奥薇肌初焕颜源— —肌初
焕颜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5 广州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晟媛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通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通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通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斯茉水漾沁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85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惜妍虫草蛋蛋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589
广州艾美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YHYA 欣熙雅雪肌亮颜安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2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精华液+梦丽媛童颜奢
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精华液+梦丽媛童颜奢
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童颜奢养精华液+梦丽媛童颜奢
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奢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二裂酵母臻养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水润透肌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38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星霞柔焦心动散粉101# 
月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58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丽质风姿水润芯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59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DAY FOR NIGHT星霞柔焦心动散粉102# 
星霞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63
广州市梦之美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艾羽薇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68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誌川慕强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72
广州市艾文美发技术有限公
司

丽质风姿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78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质风姿水润芯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81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质风姿水润芯嫩沁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82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吻臻宠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83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斯茉臻萃菁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90 广州颛祺商贸有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美肌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695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治治海藻盐头皮洁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13 广州音抖影视传媒有限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1哑光黑调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39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2柔雾朱砂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44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3裸妆时代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46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4陨石冷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58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5银河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65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颜工坊草本舒通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68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十九匠攻心艺术家眉笔#06典雅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40776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植肤兰二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2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BLHS玫瑰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玫瑰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玫瑰舒缓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逆非凡7宝霜草本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85 广州怀众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WILDING CARE自然本色水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891 广州维尔汀贸易有限公司
植肤兰维生素C焕颜套修护调理液+维C
焕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1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野牧奇密集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密集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密集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0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1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1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10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楽敦楽赞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15
广州赞玛氏大健康产业有限
公司

植肤兰雪颜靓肤套雪颜调理液+雪颜靓
肤套雪颜VC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2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O!vire APEX奥薇肌初焕颜源——肌初
焕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28 广州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BANSE本色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55 广州品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晟媛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妙媤赋活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63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晟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晟媛通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09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方卫士水光臻萃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02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方卫士水光臻萃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02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汉方卫士水光臻萃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027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如溢美 多肽青春组合（多肽青春冻干
粉+青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095 广州龙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P·SCF小绿瓶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09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百瑟玻色因氨基酸净颜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色因氨基酸净颜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玻色因氨基酸净颜洁面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0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MRS . JD草本舒畅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12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溯美颜水光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21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如溢美 美颜修护组合（美颜修护冻干
粉+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22 广州龙源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雅蔓丝晶莹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29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蔓丝靓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30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蔓丝烟酰胺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31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自然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3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自然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3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自然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39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虾青素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49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LAHUI柔焦雾感自动眉笔深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71 广州恋惠进出口有限公司

YONGZHU咏驻净爽控油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83
咏驻（广州）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植肤兰精萃赋活日夜焕颜组合精萃赋活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18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雅蔓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00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季坊烟酰胺细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烟酰胺细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烟酰胺细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0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虾青素冻干粉+逆龄紧致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1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滨趣马油手足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23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时光独白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2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NOME植萃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27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丽季坊茉莉花柔滑水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茉莉花柔滑水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季坊茉莉花柔滑水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生尚美润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56 广州美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艾妃焕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61 广州展昌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蔓丝活肽酵母水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62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or水性持久甲油C05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63
广州奶泡森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MRS . JD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78
广州市轩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帝蔓莎焕颜草本修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79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锦泉韵美韵养润舒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88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茵妆 O'RLG面部微脸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8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牵雅氨基酸泡沫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1299 广州碟美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雅蔓丝多肽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00 广州宸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吻清顺滋养洗发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03
博雅芝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伊帝蔓莎烟酰胺嫩肤透亮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04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玫瑰保湿水嫩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08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舒畅养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3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e Day Cream Vitamin C &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e Day Cream Vitamin C &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zure Day Cream Vitamin C & 
Collagen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43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丽黛颜逆龄紧致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50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SCF富勒烯能量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小黑瓶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6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冰川水清润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冰川水清润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冰川水清润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6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诗涵花嫣悦暮双色眼影（哑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75
广州市布丁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植肤兰莹润微塑紧致组合莹润微塑紧肤
素+莹润微塑紧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381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ZEESEA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0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肤兰水润明眸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25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YUMAYAN富勒烯肌底再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2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研漱透明质酸钠深层保湿补水舒颜修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33 广州奕铭商贸有限公司

高教授富勒烯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35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AP·SCF植萃发酵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3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 O'RLG树莓*冰爽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4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O'RLG树莓*精粹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4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高教授臻颜琉璃抗皱套盒臻颜琉璃防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59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玻色
因弹润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玻色
因弹润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玻色
因弹润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依克
多因保湿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依克
多因保湿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依克
多因保湿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虾青
素抗氧化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虾青
素抗氧化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虾青
素抗氧化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二裂
酵母补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二裂
酵母补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二裂
酵母补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6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积雪
草舒缓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积雪
草舒缓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积雪
草舒缓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金盏
花焕亮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金盏
花焕亮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金盏
花焕亮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云山酵素精华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77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产品
有限公司

珂瑾美多效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82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萱雅水灵颜容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83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高教授臻颜琉璃抗皱套盒臻颜琉璃精华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84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氨基酸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87
吉米色彩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高教授臻颜琉璃抗皱套盒臻颜琉璃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90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植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91
吉米色彩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高教授臻颜琉璃抗皱套盒臻颜琉璃抗皱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493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AMULETTE焕颜修护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05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LETTE焕颜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09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感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感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之漫水感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12 广州丹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柔嫩修护睡眠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1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舒畅调理套组-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舒畅调理套组-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舒畅调理套组-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3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身体舒缓能量套组-舒缓能
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身体舒缓能量套组-舒缓能
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普众天和道身体舒缓能量套组-舒缓能
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0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萱雅水灵动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8 广州润馨日化有限公司
斑息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斑息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斑息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4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DNIYNO美肌嫩滑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55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NIYNO肌底养肤菁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63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NIYNO美肌菁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6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DNIYNO素养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66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她美轻薄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68
广州天地美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NIYNO紧致精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72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柔亮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73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利幼樂氨基酸樱花清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75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AP·SCF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圣保丽高定丽质气垫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94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保丽高定丽质气垫BB霜0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598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保丽高定丽质气垫BB霜02#柔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615 广州保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伏希氏兽首系列-未 (羊) 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648 广州市艾薇日用品有限公司

NDCO诺笛蔻滋养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656
广州诺笛蔻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紫兰露雅 慧晓雅润泽康健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659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多效保湿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66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黄金滋养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34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亿起媄活能促渗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36 广州乐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3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4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多效保湿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867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优品茄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0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达维健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27
广州达维健健康工程有限公
司

达维健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30
广州达维健健康工程有限公
司

YUMAYAN悦夏舒润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34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Qingke清克御颜多效修护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48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NǒME伊甸樱桃免水洗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52 广州诺米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铭时美坊植萃调理焕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68 广州大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龄康钧能馥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69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茜魅惑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魅惑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茜魅惑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 马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78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黄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植萃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8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御方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1996 广州纯水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多肽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14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迪舒艾叶痱痱防护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艾叶痱痱防护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迪舒艾叶痱痱防护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2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净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净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净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工坊浓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37
广州新生代管理咨询服务有
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向日葵隔离防护乳（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3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EILEA向日葵隔离防护乳（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4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柔亮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0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香缘芦荟积雪草美肌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玻尿酸盈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美肌奢养胶原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59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YBBW青春焕活沁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69
亚德里恩（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梦珀颜蓓丽光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原堂伸筋草养护套-伸筋草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兹丽润氨基酸柔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85 广州高富美科技有限公司

欧漾美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87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KOMIUMU希可慕云缎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09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云山酵素精华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17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产品
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柏辣妈瑾姿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2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NGZHU咏驻亮肤隔离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27
咏驻（广州）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绾彩生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30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白云山酵素修护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33
广州白云山和黄大健康产品
有限公司



YONGZHU咏驻控油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35
咏驻（广州）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韩妆丽社赋活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46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妆丽社赋活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50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IYer. cosmetics胶原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56
广州朗美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福禄宝贝凝时紧致提拉精华面膜组合-
凝时抗皱修护肽干粉+凝时紧颜滋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63
中康盛世（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欧贝婍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6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依克多因奢养焕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68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蜜可蜜草本精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70
广州安臻蜜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楚媛妃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75 广州华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兰达灵芝活性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圣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186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蜜谧轻颜丰盈嫩肌滋养冻干粉+蜜谧轻
颜丰盈嫩肌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205 广州靖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辰水密润锁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28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rNi肌源修护冻干粉组合-肌源修护
溶酶液+肌源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296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嫒吖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05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颜堂肌肽修护溶媒液+肌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肌肽修护溶媒液+肌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肌肽修护溶媒液+肌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2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姿美胶原眼部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28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兹丽润胶原蛋白醒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31 广州高富美科技有限公司
伊帝蔓莎金盏菊养护软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37 广州好肌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4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SAY多效净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46 广州市新斯凯科技有限公司

艾来姿白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7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菩蒂莲白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75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ABOLI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78
广州市晟铭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

木本之心茶蜜黄金莹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380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煜星國際晶莹透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04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妍采臣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0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美悦青春秀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秀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秀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雅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雅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雅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佰翠雅臻颜透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5 广州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翠雅臻颜透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5 广州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翠雅臻颜透肌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5 广州壹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美悦青春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艾美悦青春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滋养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NIEFUONG净颜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38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赋活能量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4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EFUONG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54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采臣双头纤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5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YBBW多肽紧致修护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64
亚德里恩（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媞纳斯艾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479 广州媞纳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奢汇美肤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0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纤西施面部清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面部清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面部清舒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2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美淇草本修护净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媤莉妍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6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贝婍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8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芯源柔顺修护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582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宝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宝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宝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0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奢汇美肤精粹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14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野牧奇生姜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生姜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野牧奇生姜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628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0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0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0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莉源菲胶原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06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凤品道晟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品道晟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品道晟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PTI灵芝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嫩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2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六色腮红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42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QUEENSTORY 夏日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4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知否皓月美肌套-皓月奢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3
莱特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若翔明眸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5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知否皓月美肌套-皓月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6
莱特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5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UXU沙漠玫瑰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7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沙漠玫瑰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7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沙漠玫瑰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7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APPTI灵芝赋活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养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8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ErNi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798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17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锦瑟华颜焕彩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20 广州市拓威贸易有限公司

锦谨美布拉特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48
广州锦色美化妆品技术有限
公司

漢御香閨蚕丝蛋白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漢御香閨蚕丝蛋白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漢御香閨蚕丝蛋白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z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z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dz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领皙隔离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70
广州博凯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89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宸诺水杨酸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06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NOELANI诺艾兰妮美甲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19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知否皓月美肌套-皓月玉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25
莱特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3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知否皓月美肌套-皓月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0
莱特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佰草幽芳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4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柏安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4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焕颜抗皱抚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69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高教授焕能贻贝修护套盒焕能贻贝奢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70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高教授焕能贻贝修护套盒焕能贻贝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73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高教授焕能贻贝修护套盒焕能贻贝修护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75
广州今遇天成影视传媒有限
公司

凝瞳奢养修护多肽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78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倍淑烟酰胺水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81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洁净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88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2992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馨兰鲜活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05 广州闻相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onmna圣·美娜舒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13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Sonmna圣·美娜焕颜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18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遇滑爽柔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25 广州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onmna圣·美娜老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32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知否皓月美肌套-皓月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33
莱特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藏萃芳草本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41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萃芳畅尤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46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ICE·DING奈诗·丁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53 广州碧汀化妆品有限公司
Dr.Corui爱得瑞清爽水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79 广州市柯洛斯贸易有限公司

藏萃芳滋养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083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萃芳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06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净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07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07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07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玻尿酸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1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玻尿酸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1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玻尿酸清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1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藏萃芳草本润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0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净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藏萃芳草本润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6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dy date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2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IVLINGN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52
广州艾芙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肤兰精萃赋活日夜焕颜组合精萃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6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邹家宝玫瑰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6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即叶樱花滋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75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藏萃芳畅尤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84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芝莲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8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8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芝莲修护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8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美肤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9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卡圣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198 广州好得很科技有限公司

藏萃芳滋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01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萃芳畅尤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11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覆盆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48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芙媗胶原紧致面膜粉+伊芙媗多肽润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5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芙媗胶原紧致面膜粉+伊芙媗多肽润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5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芙媗胶原紧致面膜粉+伊芙媗多肽润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58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萃芳莹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60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清舒净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61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法雪芙熊果素亮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74
广州市伈海珈蓝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藏萃芳莹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75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清谷焕颜晶采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78
广州普逸丰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清舒滋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79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珀丽清舒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81
广州韩珀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萃芳莹润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82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若清谷嫩颜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85
广州普逸丰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珂瑾美清肌焕肤膜+清肌精华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287
广州市婕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YK护足霜（柚子）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01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清谷舒缓韵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03
广州普逸丰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SUMEL迷迭香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13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ESUNYA奢宠靓颜粉底液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15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莱芝海洋润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柏莱芝海洋润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柏莱芝海洋润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26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onmna圣·美娜舒养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28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ESUNYA奢宠靓颜粉底液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32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玻尿酸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34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瑞蒂斯美肤精粹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4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珊瑚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4335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植兮虾青素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13
广东省宝禾元大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



植兮蓝铜肽莹润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14
广东省宝禾元大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

含翠诗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16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ZWL奢宠靓颜粉底液23#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17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TZWL奢宠靓颜粉底液2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19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嫒吖密语清洗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39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格嫩肤轻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44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佑依二合一净化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48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5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即叶姜汁葡萄籽柔顺护理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61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YONGZHU咏驻海盐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63
咏驻（广州）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纳薇集修护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修护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修护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8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花即叶氨基酸舒缓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491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YONGZHU咏驻净爽控油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12
咏驻（广州）生物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古卡妍美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卡妍美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卡妍美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1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法诗生物活性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16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莲凯蒂奢宠活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24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颜辰水密润呼吸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3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ISUNBA龙胆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33 广州梦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嫒吖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35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嫒吖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38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洋溢一生嫩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41
广州洋溢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YK护手霜（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60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e Anada莹润透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6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ure Anada莹润透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6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ure Anada莹润透气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6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水源世家多效平衡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69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滢秀魔法润肌水凝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2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玻
色因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玻
色因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玻
色因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多效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6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遇滑柔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7 广州天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紧致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紧致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王權富貴紧致额头抗皱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78 广州温达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滢秀魔法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0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虾
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虾
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伊儿玻色因紧致修护冻干粉套盒-虾
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GCSFT即媞DNA钠修护套盒-微晶赋活肌
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6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元气少女雾面哑光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思堡复合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8
广州汇思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汇思堡复合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89
广州汇思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缇莱草本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96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水源世家熊果苷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597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DR马齿苋舒缓修护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03 广州微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媞六胜肽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20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芙媞烟酰胺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22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琪御颜盈透清颜套-清颜透肌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2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滢秀魔法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25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nmna圣·美娜舒活养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1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络颜康草本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络颜康草本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络颜康草本润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熊果苷雪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8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WAYLANDAYER鲟鱼子珍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39 广州余含贸易有限公司

Sonmna圣·美娜焕颜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45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凯芙媞山羊奶美肌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46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琪御颜盈透清颜套-清颜透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御正元舒缓养护套-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48
广州市御升广盈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御正元舒缓养护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49
广州市御升广盈精细化工有
限公司

MGWTJF逆龄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逆龄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逆龄雪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源世家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1 广州楚康商贸有限公司

美琪御颜盈透清颜套-清颜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美琪御颜盈透清颜套-清颜固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65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嫒吖密语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15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SPA山羊奶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16
广州妃欧娜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金伦加动感潮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伦加动感潮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伦加动感潮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59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芙特氨基酸植萃精油洗发水 （柔顺
莹润）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8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芙特山茶花植萃精油洗发水 （控油
清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8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芙特角蛋白植萃精油洗发水 （烫染
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84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9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9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796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BBW青春焕活眼部肌底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19
亚德里恩（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藏萃芳花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21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蒸善美十二味草本足浴粉（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蒸善美十二味草本足浴粉（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蒸善美十二味草本足浴粉（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幽芳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滢秀魔法雪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36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姊尚品TENSHOPPIN T水库丝滑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姊尚品TENSHOPPIN T水库丝滑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姊尚品TENSHOPPIN T水库丝滑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5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TIYA雪缇雅水漾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55
广州熙华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滢秀魔法雪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63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茶杯熊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7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萃芳花房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77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娇婷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粉红关爱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7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美初源逆龄焕肤冻干粉+逆龄焕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87 广州华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初源紧致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88 广州华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初源抗衰修护冻干粉+抗衰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0 广州华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娇婷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轻透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轻透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轻透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389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白柳润颜祛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20 广州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悦黛姿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23 广州玥语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忆雪轻盈无瑕蘑力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轻盈无瑕蘑力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雪轻盈无瑕蘑力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2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即叶氨基酸舒缓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31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摩西之香 身体香氛喷雾（花香调）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35
羽辛（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伊诗佰俪润妍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37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即叶姜汁葡萄籽柔顺护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39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花即叶樱花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44
广州颜品丽美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KOMIUMU希可慕冰棒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48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YBBW青春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50
亚德里恩（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梵贞僮颜慧伈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僮颜慧伈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僮颜慧伈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5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灵芝焕颜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57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萃芳花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79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鎏金焕颜金箔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88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米娃娃儿红花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90
吉米色彩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HOTARU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3996 广州翎胧化妆品有限公司



常龄肌底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24
广州华威达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睫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25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灵水杨酸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4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水杨酸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4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灵水杨酸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4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OFENNE珀芬尼鲟鱼子黑松露双钻精华
液-（鲟鱼子精华液+黑松露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52
广州小御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AYU夏瑜大眼睛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5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香氛摩舒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0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BLHS驻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紧致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深海海藻水嫩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5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深海海藻水嫩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5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深海海藻水嫩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5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康雪天丽纯美清畅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77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MAFFICK茶杯熊单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8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8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吉米娃娃儿氨基酸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0
吉米色彩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uzu肌蜜悦容定妆四色散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 臻颜子弹头发际线粉01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03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缪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缪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缪清颜足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1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MCONE焕彩琉璃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1 广州秀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佑依青春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7 广州贵丽商贸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4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幻诱惑小黑裙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1 广州壬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躺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3 广州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凱莎蘭德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VINKCY梵希茜莹润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6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凱莎蘭德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零可焕能免洗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可焕能免洗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零可焕能免洗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6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UMAYAN依克多因紧致修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7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匠坊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8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育匠坊奢养顺滑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80 广州文强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奢爱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84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娜淑赋颜多肽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198 广州诺比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WaTulip郁金香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12 广州巨拓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米娜淑晶致丝滑美肌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34 广州诺比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娜淑赋颜多肽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69 广州诺比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丝薇鱼子酱补水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70
广州伊米网商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

米娜淑赋颜多肽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73 广州诺比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娜淑赋颜多肽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76 广州诺比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斑夫人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魔斑夫人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UST GOLD 彩妆 JG929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88 广州华羚化工产品有限公司
Lailige莱俪格多肽赋活膜+多肽赋活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91
祉悦美和（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YYZ芦荟保湿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293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植兮胶原蛋白润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303
广东省宝禾元大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

植兮睡莲多肽紧致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304
广东省宝禾元大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

植兮玻色因靓颜紧致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305
广东省宝禾元大健康发展有
限公司

绪美花蜜活颜丝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62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花蜜活颜丝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63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花蜜活颜丝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64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花蜜活颜丝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65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FEATURES美颜臻纯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美颜臻纯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美颜臻纯拍拍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烟酰胺补水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美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美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ATURES美肌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7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芙特雪松精油香氛洗发水（控油清
爽）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81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芙特牛油果精油香氛洗发水（烫染修
护）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82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芙特猴面包树精油香氛洗发水（水养
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83
索芙特智慧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兹丽润酵素植萃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89 广州高富美科技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养护凝胶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4592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养护凝胶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00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璐佳人姜汁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净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03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甲秀凤纳米金养发护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10
广州金生红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甲秀凤纳米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12
广州金生红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甲秀凤纳米金何首乌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14
广州金生红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3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3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3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玻尿酸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37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摩西之香 身体香氛喷雾（柑橘馥奇
调）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42
羽辛（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聪睿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55 广州卡燕伦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甲秀凤纳米金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58
广州金生红颜化妆品有限公
司

R'ENDASE琳达丝水解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DASE琳达丝水解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R'ENDASE琳达丝水解胶原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5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LHS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缇莱素颜嫩肤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68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研诗臻奢凝萃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69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OORDAVU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ORDAVU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ORDAVU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68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MIUMU希可慕清透无暇控油蜜粉M003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1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蘭家閨秀弹润透亮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17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蘭家閨秀寡肽冻干极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23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bertree舒缓修复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27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尚祚富勒烯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31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MANPU空气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32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青春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36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祚至臻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38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bbuBFOR SKINCARE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bbuBFOR SKINCARE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bbuBFOR SKINCARE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8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英佳祖玛龙经典香氛身体乳（小苍兰香
调）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87 广州豪轩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至臻雾感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89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美皙水感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96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小兔汤姆种子胚芽婴儿呵护爽身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799 广州红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奢爱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05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玫瑰胶原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09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标浦男士清爽净澈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30 广州慕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蜜莱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3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3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32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青莲凯蒂奢宠净颜亮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39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CSFT即媞DNA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52 广州华西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蜜莱番红花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番红花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番红花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深语三重优肌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70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拾里汐美积雪草舒缓修护雪花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80 广州汐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泊颜参灵草花青萃紧颜智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8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蜜莱植物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8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植物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8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植物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8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活性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活性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活性炭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9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YZ蜗牛精华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98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ANFUMISI温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4899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MULETTE焕颜修护套焕颜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05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4#滴水玫瑰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10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朱砂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25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澳蜜莱番红花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2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番红花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2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蜜莱番红花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2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 BILLION UNITE水光润颜牡丹多肽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28 广州佳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曼尔靓肤保湿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31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FINI奢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32
泳儿（广州）个人护理用品
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头皮洁净祛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头皮洁净祛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贝诗香氛头皮洁净祛屑洗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37 广州市英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朴素方花净颜水感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43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珮美容养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47
广州市常靓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安の清蒓何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何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何首乌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4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神经酰胺水润手霜（蜜桃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7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QUEEN·STORY天鹅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73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ICAMI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78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78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CAMI空气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78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国芙水光透亮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1 美客（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密码焕颜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3 广州汉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睿雅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植物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姿泊颜参灵草花青萃紧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9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思堡复合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95
广州汇思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瑞蒂斯多效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499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DR.ELLIE艾莉博士人参靓眼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00
壹玖肆玖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奈姿蜜植物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09 广州伊琳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琪御颜盈透清颜套-清颜调膜液+清颜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汉丽堂姜艾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1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16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16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青莲凯蒂奢宠净颜亮肤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27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词清爽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2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仑贝莎烟酰胺水润养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烟酰胺水润养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烟酰胺水润养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1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3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效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效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效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ady date 平衡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茵妆 O'RLG邂逅香水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3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丽堂香艾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41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香艾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43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香艾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4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1#冰糖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5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3#复古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62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2#绛唇红袖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6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6#棕调莓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6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 PERMIEE 二裂酵母固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0
广州市原美财富贸易有限公
司



AIQILAI眉目传情持久塑形双头眉笔04
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斩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4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小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6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爱礼一万年礼盒套装-双凤丝绒雾面口
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8 广州南狐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AIQILAI眉目传情持久塑形双头眉笔01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8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植物精华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09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冬柏米茶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09 广州宝氏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AIQILAI眉目传情持久塑形双头眉笔03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1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眉目传情持久塑形双头眉笔02
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1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AIQILAI眉目传情持久塑形双头眉笔05
灰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14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CGK水润美肌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17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CGK樱花倍润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118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植物强韧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2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华侬男士细致毛孔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30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邂逅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3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立透明质酸钠滋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50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H羟基酸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55 广州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俪格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61
祉悦美和（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标浦男士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67 广州慕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立薰衣草舒缓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69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PYK护手霜（椰子）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71 广州悠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活立牛奶滋润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72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活立玫瑰水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79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CGK紫丁香舒缓护理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2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滢秀魔法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3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妈咪首选玫瑰水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4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滢秀魔法润肌水凝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5
广州聚塬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妈咪首选薰衣草舒缓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7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妈咪首选牛奶滋润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289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花萃透靓净澈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丽堂姜艾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14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丽堂姜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16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OSUN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26 广州图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姿肤植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28 广州悦妍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凡客良品防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29 广州凡客良品贸易有限公司

汉丽堂姜艾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30
广州市汉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MAO莹亮滋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3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草妤苦参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53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丹唇红韵丝绒柔雾口红
05#蜜桃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59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养姿肤人参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68 广州悦妍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凡客良品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71 广州凡客良品贸易有限公司
凡客良品焕颜七子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74 广州凡客良品贸易有限公司
薇臣魔立柔水蛋白液态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76 广州澳嘉化妆品有限公司

YYZ山羊奶嫩滑美肌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78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兰草田 草本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380
广州市兰草田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勤妆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58 广州优高特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驻颜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DND深层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ZDND深层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ZDND深层清洁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67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閨秀小气泡有氧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70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MANZI施蔓姿氨基酸双层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74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雨禾秀美寡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8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禾秀美寡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8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禾秀美寡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8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雨禾秀美寡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8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瑞娜 植物养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89 广州依瑞娜商贸有限公司
MEI LAN HUI玫兰荟水循环能量焕肌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92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LAIME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AIME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LAIME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4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纳薇集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5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5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净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51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莱肯士护发香氛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护发香氛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肯士护发香氛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4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PH果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49 广州植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WEINA拉微娜富勒烯玻尿酸补水保湿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57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尊享套奢爱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63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梵思生姜汁去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81
广州白小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活力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8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宝梵思生姜汁丝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89
广州白小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梵思生姜汁润养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92
广州白小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霂兰诗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799 广州沐兰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俏龄密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2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贝露富勒烯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33
广州卡贝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可熊 二裂酵母热情香橙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43
广州优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仑贝莎水母多肽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水母多肽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水母多肽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4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富勒烯补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富勒烯补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富勒烯补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4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璞莉丝男士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莉丝男士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璞莉丝男士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可熊 玻尿酸樱花漫舞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57
广州优熙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仑贝莎蜂巢水库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蜂巢水库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洛仑贝莎蜂巢水库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6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斯麦琪玻尿酸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76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小黄姜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8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INA BIRD'S-NEST WITH COLLAGEN 
LUXURIOU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INA BIRD'S-NEST WITH COLLAGEN 
LUXURIOU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INA BIRD'S-NEST WITH COLLAGEN 
LUXURIOUS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8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IEFUDUN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EFUDUN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EFUDUNI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ERUO佐伊偌蚂蚁深层润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3 广州市曼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ALIVER24KGold Foil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24KGold Foil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24KGold Foil Essence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EY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liver Skin 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liver Skin 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Aliver Skin 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l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l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lntensive Lip Repair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458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IFEISHI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IFEISHI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NIFEISHIANTI AGEING 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GSIG20%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GSIG20%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VCGSIG20%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QIUSHA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QIUSHA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IQIUSHAVITAMIN 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UDOIT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UDOIT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IFUDOITVITAMIN C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OERUO佐伊偌蚂蚁深层润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14 广州市曼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WITALINE维特兰深萃焕彩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15 广州欣瑞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 谷胱甘肽素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2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26
广州健道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因丽尔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34
广州健道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ZDND氨基酸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ZDND氨基酸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ZDND氨基酸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5 广州红鑫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生三彩蝶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三生三彩蝶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三生三彩蝶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46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ANFUMISI臻萃养肤赋活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50
广州初美时代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若水肌 亮颜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53
广州市若水肌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净肤美肌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57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75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梅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77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78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姨妈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79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肌底修护冻
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肌底修护冻
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肌底修护冻
干粉+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romayur亚玛迪酵素净肤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88 广州市欣欣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诗淳致烟酰胺紧致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0
广州市名媛美汇化妆品有限
公司

公仆梦寐以求气垫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1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羊樓洞茶多酚肌源润养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8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且听风吟积雪草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且听风吟积雪草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且听风吟积雪草清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599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巧花容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06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兹丽润胶原蛋白柔顺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19 广州高富美科技有限公司
C·SPRINGS杉泉提拉紧致抚纹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32 广州闺蜜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水肌 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36
广州市若水肌皮肤管理科技
有限公司

菲露思植物精粹多效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49 广州伟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墨兰公主莹润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67 广州三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代妮曼小黄姜颐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77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璐佳人姜汁臻萃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臻萃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璐佳人姜汁臻萃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81
广州市高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丽尔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87
广州健道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楮留香沉香焕发平衡头皮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089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アンダーアイライナー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6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アンダーアイライナー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6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アンダーアイライナー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6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アンダーアイライナー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6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アンダーアイライナー０５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6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7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7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7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Pharma belle.LEMON MYTLE HAND＆
BODY 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7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佳漾富勒烯胎盘素软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富勒烯胎盘素软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富勒烯胎盘素软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19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绪美清爽平衡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1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精粹保湿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2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清爽平衡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3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雪佳漾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雪佳漾玻尿酸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05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草芳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12 广东金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宜草宜木小分子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62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钻名姬透养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64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YE她叶甲油胶（加固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66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解密青春水漾清透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69
广州市鸽遥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桢婷秀精华胶原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271
海桢 (广州) 国际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净肤美肌组合-多肽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02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福身体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福身体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福身体肌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36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i.m.g水光奇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40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雪天丽鉴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51
广州盟呈真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Fashion Week双管养肤隔离霜（01#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53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纳薇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6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6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纳薇集修护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6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楮留香沉香净屑平衡头皮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69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锶淇艾草足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72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舒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舒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舒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7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泽花想堂花想容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鑫泽花想堂花想容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鑫泽花想堂花想容莹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8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5奶
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9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烟酰胺焕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39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elyenco俏研蔻青春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27
颜尚美（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炫以姿舒活奢享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舒活奢享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舒活奢享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黄金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黄金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黄金优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49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泽澜沃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滴滴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冻干粉+寡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4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冻干粉+寡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4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冻干粉+寡肽肌底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4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咪丽婴儿山茶油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48 广州婴雄婴儿用品有限公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5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肤草寡肽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
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强韧键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强韧键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头安康草本精油强韧键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0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6灰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1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蕙銘媛草本植萃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3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4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19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维生素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维生素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维生素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3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3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UANLI妙笔生辉防水塑形双头眉笔02咖
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28 广州爱琪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鼎熙堂仙人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30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格水分嫩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35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冰藻舒颜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38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清痘净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41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VQS植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47
广州市玫诺斯日用化学品有
限公司

若清谷舒缓清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48
广州普逸丰化工科技有限公
司

欧雅妍爆水丝素蛋白焕颜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50
广州明鑫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慧乐美水光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70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格净澈焕肤双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71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慧乐美青春密码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73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任搭时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90 广州时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格臻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91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牛油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97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素颜美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699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悦活清新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712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雅缇莱素颜嫩肤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6728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慧乐美竹炭深层清洁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79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辰水密润瀑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0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ASK MASTER膜法达人氨基酸净透洁颜
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16 广州许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季寡肽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29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Chelyenco俏研蔻逆龄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35
颜尚美（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Chelyenco俏研蔻赋颜焕活冻干粉
+Chelyenco俏研蔻赋颜焕活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40
颜尚美（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风雷润滋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风雷润滋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风雷润滋祛痘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46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LIRUKOU莉芮蔻燕窝肽水润弹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64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格奢养水嫩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79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影丝柔蚕丝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影丝柔蚕丝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影丝柔蚕丝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老夏手工社檀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883
老夏自然生活生物科技研究
院（广州）有限公司

丽质风姿水润芯嫩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03 广州丽质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遇蛇油肌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12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酷遇蛇油肌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12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酷遇蛇油肌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12
广州市白云区浩康精细化工
厂

NANZ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RETINOL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2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DEFYING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3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DEFYING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3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DEFYING EYE GEL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3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格清痘净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32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姿田秀精油润养柔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48
广州姿田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58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麦格烟酰胺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59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悦活夜间细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62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JIAO MUD SQUARE娇泥坊红石榴防护隔
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65
广州悦颜电子商务科技有限
公司

泊泉雅珍珠精萃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珍珠精萃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珍珠精萃水润嫩滑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6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量能量修复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6971
广州市大同量子健康科技有
限公司

任搭时光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001 广州时光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木花草水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024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木花草滋润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027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YUMAYAN甘氨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032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木花草滋润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042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胸部草本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草本薰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草本薰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草本薰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姿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48 广州依美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臀部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6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6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CARE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6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62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葆斯莱斯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64
广州丽康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素养爆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素养爆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素养爆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74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锦谨美日式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79
广州锦色美化妆品技术有限
公司

邦9号植萃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81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BOLI玫瑰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193
广州市晟铭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

GABOLI栀子花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36
广州市晟铭汽车用品有限公
司

佳禾雨霏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禾雨霏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3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木花草植萃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46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木花草驻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49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塔菲诗玻尿酸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64 广州语丝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LHS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8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HKG迪奥迪恩烈艳蓝金唇膏999（新）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88 广州励山贸易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二十色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7290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TLY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04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岚百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岚百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岚百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曼普DAIMANPU轻薄护唇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55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菲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57 广州莉菲琳贸易有限公司
莉菲琳可卸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361 广州莉菲琳贸易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2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OUYSO美肌净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33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XIYUAN嬉媛元气少女雾面哑光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37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CYHYA欣熙雅净颜平衡安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56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净颜透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85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薇集积雪草净痘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91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NZSKIN-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NANZSKIN-  GOLD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474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9%)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0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9%)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0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9%)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09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0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8%)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8%)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FaAoLan法澳蘭舒缓保湿修护凝胶(98%)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12
广州希黎诗化妆品制造有限
公司

赫兰妃多肽水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20 广州花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MHOUSE墨墨家二裂酵母紧致修护熬
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MHOUSE墨墨家二裂酵母紧致修护熬
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MHOUSE墨墨家二裂酵母紧致修护熬
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2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膜伦菲尔粉玫瑰补水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26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膜伦菲尔薄荷清凉控油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30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水漾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35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水秀燕窝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5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水秀燕窝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5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水秀燕窝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5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
マスカラ　ＢＡ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7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ズーシー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
マスカラ　ＷＢ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8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ファイパーマスカラＢＫ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8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卡滋天后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88
亚玺（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ingerSweet甲油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0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FingerSweet持久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3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FingerSweet甲油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4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FingerSweet甲油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5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FingerSweet甲油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7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FingerSweet甲油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599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俏神州雪颜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00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娜咪洁面去角质溶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娜咪洁面去角质溶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娜咪洁面去角质溶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02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ingerSweet透亮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03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酷哩喃生姜滋养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1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奢润净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2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神州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21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净颜透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3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FingerSweet哑光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0 广州懒人创意设计有限公司

法诺美燕窝细滑嫩肤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4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YINMEIQUAN 因美泉小紫瓶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 因美泉小紫瓶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 因美泉小紫瓶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法诺美燕窝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48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法诺美燕窝丝柔盈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56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俏神州焕亮雪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66
广州同林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菲妮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菲妮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妍菲妮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焕肤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2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洗发乳（芭西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洗发乳（芭西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欣颖XNYN洗发乳（芭西焗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7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芯诗露奢润活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8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奢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8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盈润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85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奢润清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8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H倚后焕颜滋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焕颜滋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焕颜滋养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9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多效舒缓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69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顔癸人YANDECYL螺旋藻贵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08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爵漾冰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1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诗韵胶原赋活多肽粉+胶原赋活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15
盛世国绣（广州）国际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美肤精粹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1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THBRO Green Tea FACE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Green Tea FACE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Green Tea FACE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Green Tea FACE MASK STICK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allant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allant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Gallant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2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法诗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34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FFICK玛菲可贝壳雾面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40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贝壳八色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4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MIJI蜜基牛油果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63
泊心堂生物科技（广东）有
限公司

MIJI蜜基蜜桃粉润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65
泊心堂生物科技（广东）有
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4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3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3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3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5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4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4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4 粤G妆网备字2021047797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锦鲤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0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水漾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03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净颜透肌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1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奢金细芯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21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小金条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27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滢润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滢润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韵如初 滢润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3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USITE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49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御世尊品美肌水润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51
广州玉世泉颜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轩琳舒缓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58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USITE健发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59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LIRUKOU莉芮蔻燕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69 广州美卿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瓷肌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70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姿丹唇纪口红 奶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79 广州辰玺贸易有限公司
奢璞迷激情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890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特亮丝草本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07
广州特亮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奢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0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ffy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12 广州艾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邦9号身体光滑沐浴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14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璞迷香氛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15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爵漾冰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3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水漾舒缓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39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特亮丝邂逅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47
广州特亮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丽腿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48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腿部润护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0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腿部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1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腹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4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玫瑰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5
广州市焱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沪丽腹部润肤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6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腹部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7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臂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7958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臂部润护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2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潘人和美人蕉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3 广州础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臂部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5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背部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6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背部润护美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7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沪丽背部草本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59 广州互丽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肌本哲学微生态净颜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74 广州市颜究院科技有限公司
yoolee佑丽钻石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75 广州赛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烟酰胺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烟酰胺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OSIYUN欧丝韵烟酰胺修护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钜美康温享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7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8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舒畅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89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蝶思雨皙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92
广州熙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波色因冻干
片+波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波色因冻干
片+波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波色因冻干
片+波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9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舒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099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温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0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草本植萃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3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NCERON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5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ANCERON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木花草滋润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10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丝贝朗佰润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19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丝贝朗龙脑焕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21
广州丝贝朗企业管理咨询有
限公司

AISHEYAN爱奢颜焕颜美肌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26
润奢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33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木花草驻龄紧致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35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CYHYA欣熙雅补水修护安欣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36
广州德凯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以美祛痘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以美祛痘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以美祛痘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1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YZ富勒烯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4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澳初脐带血灵芝宫廷修护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脐带血灵芝宫廷修护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脐带血灵芝宫廷修护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晨肌胶原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56 广州今昱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艾缇芙奢颜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63
广州美妍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纳秀坊静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6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7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新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7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7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仕肌男士水动力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77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仕肌男士水动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78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OMOU玻尿酸水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80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净颜透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85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嫕颜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86 广州威基基电商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88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流金四色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3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四季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4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INMEIQUAN 因美泉提拉紧致精华面膜
组合-多肽修护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 因美泉提拉紧致精华面膜
组合-多肽修护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YINMEIQUAN 因美泉提拉紧致精华面膜
组合-多肽修护溶媒液+胶原提拉紧致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7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忆生源四季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198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洛伊丝·史密斯素颜多肽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诗型美活力舒缓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1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木花草驻龄紧致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233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02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CEILEA雪罗兰聚光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27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岚百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岚百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岚百草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CEILEA雪罗兰聚光亮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34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萃芳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36
广州藏萃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NAIERKANG欧奈儿康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44
广州润颜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NISII茶多酚去屑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6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茶多酚去屑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6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茶多酚去屑顺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61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雾面哑光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6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颜堂净透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78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黑芝麻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8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黑芝麻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8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黑芝麻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8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诺美燕窝倍润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88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荷颜堂晶耀洁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393 广州荷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绣晨烟酰胺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03 广州绣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四季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05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绪美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套盒-绪美
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N37微熙时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23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套盒-绪美
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888自尊红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24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套盒-绪美
盛世美颜雕花丝绒口红923悦色倾城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25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美昂素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昂素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昂素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寡肽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寡肽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欧兰富勒烯寡肽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绣晨烟酰胺焕颜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39 广州绣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本哲学微生态夜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0 广州市颜究院科技有限公司
墨墨家香氛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香氛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香氛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1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色豆雾丝绒口红 复古樱桃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2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安奈雅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牛奶珍珠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牛奶珍珠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牛奶珍珠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4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色豆雾丝绒口红 星钻宝石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55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KINISII男士爽滑净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男士爽滑净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男士爽滑净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59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芭莎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79
丽芭莎（广东）控股有限公
司

绣晨烟酰胺焕颜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493 广州绣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轻松润养头皮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01 广州一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岚吡硫鎓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03 广州全岚药业有限公司
時飬天成时光焕颜粉+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飬天成时光焕颜粉+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時飬天成时光焕颜粉+时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4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嫕颜天然草本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5 广州威基基电商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修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1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2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2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2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2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3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品茄 小泡泡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 小泡泡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 小泡泡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诺美柔顺亮泽祛屑型红参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2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ZERBO 神经酰胺盈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AWEINA拉微娜维生素焕彩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48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USITE去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51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法诺美滋养修护焕肤红参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5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安の清蒓生姜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生姜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生姜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茶籽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茶籽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の清蒓茶籽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6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71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诺美修护秀发祛屑型红参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75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一木花草驻龄紧致柔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91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一木花草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92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烟酰胺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5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净诗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14 广州朝夕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七分雪 水光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17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龄传奇瓷肌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49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鼎熙堂仙人掌鲜活补水套-仙人掌养颜
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64
广州鼎熙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USITE强韧修护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66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AGG玻色因燕窝修护细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691
天然美（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U.yi尤一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眼部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眼部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眼部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KSWAETROM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KSWAETROM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KSWAETROM草本舒缓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3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承佳钰青春焕颜紧致套组青春焕颜紧
致粉+青春焕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承佳钰青春焕颜紧致套组青春焕颜紧
致粉+青春焕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承佳钰青春焕颜紧致套组青春焕颜紧
致粉+青春焕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4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唇多肽抗皱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48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B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53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潘人和美人蕉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55 广州础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潘人和美人蕉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56 广州础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夢玛丽生姜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57 广州超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方氨基酸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62 广州普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方酵素滋养丝柔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63 广州普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方茶多酚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66 广州普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格净肤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79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舒缓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缓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缓润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亮彩明眸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793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04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碧纯畅爽草本舒缓套-畅爽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07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畅爽草本舒缓套-畅爽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09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12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肩颈草本舒护套-肩颈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1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15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崇清润洗发露（德拉维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2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纤碧纯腹部草本润养套-腹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2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尔颜五味草本净颜精华素+ 科尔颜净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26
广州科尔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NGWEINI梦薇妮黑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27
广州市梦薇妮护肤品有限责
任公司

特亮丝积雪草氨基酸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28
广州特亮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紫苏酵母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31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稻米酵母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32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腹部草本润养套-腹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0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崇蓬松洗发露（德拉维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2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纤碧纯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潘人和美人蕉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49 广州础研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TOB草本莹润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55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5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ASSWORD发质净化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AOLING奥龄瓷娃娃亮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1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雕美人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雕美人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雕美人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碧纯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芭丽伊晴紧致修护焕亮眼肌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丽伊晴紧致修护焕亮眼肌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丽伊晴紧致修护焕亮眼肌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5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妍希水娃娃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6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套装
-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赋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68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媤赋活莹润洁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90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墨墨家香氛滋养修护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香氛滋养修护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墨墨家香氛滋养修护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9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逆龄春天多肽修护冻干粉+玻尿酸多肽
修护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896 广州邦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肤颜坊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0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EILEA雪罗兰聚光亮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12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格素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14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CEILEA雪罗兰聚光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16 广州雪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玻色因紧致嫩肤冻干粉套装
-玻色因紧致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1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巢水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20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RN补水舒缓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38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光女人石墨烯润颜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58
五彩湖低氘水(广东)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格雪润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65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光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6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年代燕窝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年代燕窝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年代燕窝胶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7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斯利亚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斯利亚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斯利亚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89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COS舒缓安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17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肌妍希炫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23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B深层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25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媤赋活莹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30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帅姜闪光舒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39 广州帅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晒后修护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晒后修护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八杯水晒后修护补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绣晨烟酰胺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390 广州绣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灵芝净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菲亚蜂胶海藻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13
广州市艾菲亚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健钧能舒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16
震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欧蜜亚OUMIIYA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32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蓝铜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37
泽禾伊肽（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dp香妃儿芳香特硬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2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洁狮王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洁狮王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洁狮王去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ROYLTO 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6 广州宝澜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兰顿草本植萃指甲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54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SEOMOU富勒烯蛋白灯泡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79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普方蛋白补水修护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492 广州普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生源四季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03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p娇媚儿芳香特硬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11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ING奥龄瓷娃娃亮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18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SXU 深层补水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2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SXU 深层补水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2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SXU 深层补水烟酰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28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ZERBO 谷胱甘肽水光素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955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舒缓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LiLiA毛孔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8
广州天生出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LiA毛孔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8
广州天生出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iLiA毛孔紧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8
广州天生出色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io-Zeup 多肽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Bio-Zeup 多肽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Bio-Zeup 多肽胶原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19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伊姿俏玫瑰滋养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玫瑰滋养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玫瑰滋养润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昕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32
心影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葆芝灵水漾凝雪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35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ltherirs小分子寡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4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Healtherirs小分子寡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4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Healtherirs小分子寡肽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43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粒子传奇瓷肌呼吸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63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COSLAB 透明质酸钠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COSLAB 透明质酸钠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KOCOSLAB 透明质酸钠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2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AXIYI 透明质酸钠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AXIYI 透明质酸钠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AXIYI 透明质酸钠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4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PANNAKISS 烟酰胺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PANNAKISS 烟酰胺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PANNAKISS 烟酰胺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8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OBFOS 积雪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OBFOS 积雪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OBFOS 积雪草补水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7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秀柔视黄醇保湿水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视黄醇保湿水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柔视黄醇保湿水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698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水感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00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Rseries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09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剪姿薇拉紧致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15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INISII男士去油爽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2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男士去油爽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2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INISII男士去油爽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27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中健盛美家中健通养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29
中健华盛医医疗科学技术股
份有限公司广州分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哑光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37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颜小妖晶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41 广州奥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AL颜莊绿茶粉刺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45 广州颜庄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桐玫瑰花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66 广州沁桐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秀迪卡娜生姜控油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70
广州市恒创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8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清颜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清颜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清颜去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4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莹赋颜抗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79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草黄金胶原蛋白贵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08 广州嘉米奥贸易有限公司
希梵缇多肽童颜美冻干粉+多肽童颜美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33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玫瑰豆
沙）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37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38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玫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40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41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GUERMAS嬌瑪仕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ERMAS嬌瑪仕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UERMAS嬌瑪仕玫瑰胶原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姿纯品冻龄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57
唐人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唐萃蜜芳臻颜修颜冻干粉+臻颜修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70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7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妆清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79
众人（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dp金刚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85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唐萃蜜芳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92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8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紧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紧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紧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补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补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IME&RHEA缇瑞雅补水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0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轩琳清凉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1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零美肤莱葡聚糖补水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零美肤莱葡聚糖补水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2
广州纪萝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UMAGIC泡沫花朵洗手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MAGIC泡沫花朵洗手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UMAGIC泡沫花朵洗手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2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颜悦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6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暨颜悦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6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暨颜悦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62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焕慕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84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健钧能馥活乳+头健钧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93
震宇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NYCEMAKEUP高光提亮粉（蓝盒） 粤G妆网备字2021049995 广州奈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芽水杨酸祛痘精华液（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17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ROYALGET洛歌男士洁净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2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裸妆宣言弹润爆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27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麦格净透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30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YAN YOU妍友富勒烯焕亮舒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31
豌豆之本（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KS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玫瑰花瓣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3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龙血氨基酸贵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龙血氨基酸贵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芬龙血氨基酸贵妇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49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泊琳草本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55 广州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黑头清洁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56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御方黑头清洁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56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御方黑头清洁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56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舒效康养腹部舒润滋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68 广州煌合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dp独品刚劲泥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73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乐美珍珠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79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舒研寡聚胶原蛋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94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古乳草本头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098
联豪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润舍七草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107 广州润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 YOU妍友富勒烯焕亮舒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114
豌豆之本（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1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1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11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绣晨复活草焕颜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49 广州绣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颜御方多效深层保湿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5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御方多效深层保湿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5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颜御方多效深层保湿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5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慧乐美蜗牛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60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草头皮卸妆洁净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6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夏菁儿臻萃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臻萃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臻萃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7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SEOMOU密集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77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OCOSER可可瑟悦容娇彩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78 广州市妆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木花草净颜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85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莱仕光澈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88 广州市莱仕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ZHITANG时空温和胶囊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90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 YOU妍友富勒烯焕亮舒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395
豌豆之本（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CAIZHITANG牛油果净透滋润胶囊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09 广州雍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YALGET洛歌男士控油劲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1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诺美修护柔顺红参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19
广州市飘怡生物科技有限责
任公司

芯诗露焕颜菁纯滚珠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2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康一生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23
润民堂康复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OSKOR 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2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COSKOR 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2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COSKOR 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2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芯诗露双效焕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3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啦美免洗颗粒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免洗颗粒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啦美免洗颗粒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451 广州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凝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柏蕴御龄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16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丝柏蕴清透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27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清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3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双效水光美肌无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6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颜菁纯滚珠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8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IOAS PURE HYALUPONIC ACID FACIAL 
CLEA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AS PURE HYALUPONIC ACID FACIAL 
CLEA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BIOAS PURE HYALUPONIC ACID FACIAL 
CLEA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Y  WITH IRISH MOSS VITAMIN E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Y  WITH IRISH MOSS VITAMIN E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CREAMY  WITH IRISH MOSS VITAMIN E 粤G妆网备字2021050596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漫妆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敷他美焕颜水感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32
广州敷他美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凰梵丰盈水润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35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芽水杨酸祛痘精华液（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53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肤纳秀坊新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7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美颜胶原多肽冻干粉+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87
广州肽诺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派皙诱色晶透温变口红（南瓜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1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派皙诱色晶透温变口红（西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4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派皙诱色晶透温变口红（经典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6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馥芮臻护胶原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7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皙诱色晶透温变口红（玫瑰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8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06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漾祛痘舒缓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郁茵祛痘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3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漾祛痘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芬达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06
广州市欧芬达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派皙诱色晶透温变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11 广州派皙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度源极光触感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38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凰梵香氛造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42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慕轻柔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45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慕清透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47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HOU FUTURE透金奢宠水凝露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56 广州奥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悦芯肌童颜冻干粉+童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67
暨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丝柏蕴御龄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69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美敷润颜精华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76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85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深层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87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焕彩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93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焕彩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93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焕彩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793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博度源氨基酸香氛润养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02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净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06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净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06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雪花靓丽净肤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06 广州美富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雪肌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11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咪健舒韵养护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16
广州珍福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柏蕴御龄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37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纳秀坊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5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梵缇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62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华阳尊娇颜水嫩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64
广州艾之韵生物科技服务有
限责任公司

爵漾祛痘舒纹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86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新肌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24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补水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补水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补水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凡立善草本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27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丽柔植物水润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30 广州方小艾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娇茵雾面子弹头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32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复活草舒润凝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复活草舒润凝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复活草舒润凝滑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4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仕肌冰川水动力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60
广州美董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7有其烟酰胺滋养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烟酰胺滋养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烟酰胺滋养嫩滑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6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凡士林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满枝佰草祛痘修护套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77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098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洋甘菊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睛采润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睛采润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睛采润泽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0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颜紧致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夜莺草本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16 广州时代韶光商贸有限公司
俏美敷烟酰胺滋养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17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蜂和QIFENGHE清爽蓬松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20 广州七蜂和贸易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胎盘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36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滋润香水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4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补水嫩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AEW寡肽修护冻干粉+DAEW植萃修护溶
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57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颜植世家赋活奢润胶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64
广东百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植萃沁爽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73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 薰衣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74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熙妍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87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古熙妍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87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古熙妍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87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AOLING奥龄瓷娃娃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093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10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蜜巢水修护水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03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丝柏蕴御龄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04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羊胎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羊胎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羊胎素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1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积雪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18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娇婷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元动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4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纳秀坊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4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度源极光触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51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能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能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依克多因能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2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露兰铂金包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3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铂金包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3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露兰铂金包修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379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锦泉韵美韵养润舒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384
广州韵美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公司

胜诗美妍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玫瑰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1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植净透莹润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1495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ULESONG轻吻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15
广州市莱丽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栗子拼图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3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仕草本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40 广州市莱仕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 YOU妍友富勒烯焕亮舒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48
豌豆之本（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葡萄籽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葡萄籽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葡萄籽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ANCY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596
广州瑾仟科颜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钰榕泉净润滋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01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IVERBLACK LUS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BLACK LUS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VERBLACK LUSTE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avesBIOLOGICAL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avesBIOLOGICAL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avesBIOLOGICAL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HERBAL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HERBAL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EasyWGVESHERBAL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injuBeaute Reeue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injuBeaute Reeue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injuBeaute Reeue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3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泉芙悦百草精粹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40 广州七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ilaimima未来密码深邃海洋时光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44
广州未来密码时尚科技有限
公司

FIRSTSUN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SUN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IRSTSUN REPAIR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4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凝萃灯泡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玫瑰花瓣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6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净润养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74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姿俏玻尿酸钠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玻尿酸钠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玻尿酸钠补水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OLING奥龄瓷娃娃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694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活性炭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35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臻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臻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臻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OUSENMAN欧森曼焕颜紧致修护肽干粉+
焕颜紧致修护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53
中科再生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芊诗白藜芦醇净颜菁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55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芬洛蒙玻色因赋活亮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5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娇婷玫归双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玫归双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玫归双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胜诗美妍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小棕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神经酰胺保湿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86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莎秘笈四效合一润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93
广州玛莎蒂罗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蓦然花开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蓦然花开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净润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1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凤素堂何首乌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素堂何首乌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凤素堂何首乌草本萃取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寡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3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熊果苷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24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晚香玉香水顺滑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30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IOY多效修护冻干粉+IOY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36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哲雪火山泥亮肤香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37 广州元宴商贸有限公司
妙颜时黛蓝铜肽精华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39 广州天诚贸易经营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晚香玉香水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43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晚香玉香水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47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晚香玉香水去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49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苹果细胞冻
干球+苹果细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5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苹果细胞冻
干球+苹果细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5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苹果细胞能量组合-苹果细胞冻
干球+苹果细胞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5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6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美敷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73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貌肌肤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2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慕迷秀发芯营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5 广州闪型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粉妆黛玉哑光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188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睿雅纤连蛋白修护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纤连蛋白修护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纤连蛋白修护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悦睿雅纤连蛋白修护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修护液（6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2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慕迷秀发芯修护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6 广州闪型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 MELQJ美丽奇迹修护液（8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37
广州礼卫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周堂人参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46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苏周堂当归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50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慕迷秀发芯修护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51 广州闪型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众诚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6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众诚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6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众诚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6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梵時积雪草修护紧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1992
珈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公
司

伊姿俏金箔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金箔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金箔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0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番番云去屑止痒活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10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番番云保湿柔顺活性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11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周堂侧柏强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12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珊朵啦老姜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2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悲伤蛙sad frog 多效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1
广州市梦庄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PEETEYA视黄醇青春精华乳Ⅰ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3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SAZA多效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5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蒲公英康能腹部舒护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7
蒲公英（广州）美容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胜诗美妍光果甘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光果甘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光果甘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洋甘菊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菁儿臻萃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臻萃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臻萃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周顺发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美姿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胶原蛋白箐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laimima未来密码葡糖基芦丁护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3
广州未来密码时尚科技有限
公司

伊姿俏竹炭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竹炭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竹炭水晶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AZA清润焕颜隔离霜#柔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7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SAZA清润焕颜隔离霜#嫩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79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维尔娜柔光美肌粉底液#120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88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词丝瓜鲜萃保湿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091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花籽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茶花籽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茶花籽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茶花籽活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尔娜柔光美肌粉底液#150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19
广州诺百霖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施琳蔓肤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光果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TRO深层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36 广州鑫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菁儿菁萃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菁萃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菁萃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3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周顺发美姿靓雅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美姿靓雅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美姿靓雅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5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肌御方蓝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
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舒研寡聚透明质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3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肌肤修护
溶酶液+肌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肌肤修护
溶酶液+肌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肌肤修护
溶酶液+肌肤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21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娇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通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3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欧娇婷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娇婷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昔美束丝滑无暇气垫美颜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48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丸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52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纽伊兰海绵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5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葡萄籽鲜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葡萄籽鲜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葡萄籽鲜润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丝滑无暇气垫美颜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72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SAZA水感沁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75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佰巧龄雨雾焕肌水光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92 广州迪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毛孔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毛孔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毛孔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29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漫妆玻尿酸紧致抗皱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玻尿酸紧致抗皱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芸漫妆玻尿酸紧致抗皱额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芯诗露十胜肽冻干粉+十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清痘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清痘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清痘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部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净透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净透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蓝瓶净透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洛儿花香氨基酸清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7 广州佰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兰洛儿芦荟氨基酸清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19 广州佰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兰洛儿小苍兰氨基酸清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21 广州佰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芯诗露清颜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2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洛儿艾草氨基酸清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24 广州佰草济世药业有限公司



SAZA玻尿酸保湿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33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SAZA烟酰胺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34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4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4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宠你如后焕时光赋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4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肌妍希极光优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44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丸生姜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48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6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7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水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77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CTRO雪晶灵修护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387 广州鑫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兰顿水凝胶弹润紧致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01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恰好诚品蜗牛拉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09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沁桐舒缓保湿亮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11 广州沁桐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QIJIE琪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12 广州琪杰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多色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1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多色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15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清透滋润冰淇淋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0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田溢梦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田溢梦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樱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樱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美樱龙骨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青春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青春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英妆草本秘芨面部护理套装-青春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BSY NONI Black Hair Magic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BSY NONI Black Hair Magic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BSY NONI Black Hair Magic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VIRGIN BEAUTY SUNBLOCK 80ml VIRGIN 
BEAUTY 80ml防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SUNBLOCK 80ml VIRGIN 
BEAUTY 80ml防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SUNBLOCK 80ml VIRGIN 
BEAUTY 80ml防晒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2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HAIR SERUM 50ml 
VIRGIN BEAUTY 50ml头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HAIR SERUM 50ml 
VIRGIN BEAUTY 50ml头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HAIR SERUM 50ml 
VIRGIN BEAUTY 50ml头发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3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SCRUBBING GEL 100ml 
VIRGIN BEAUTY 100ml去角质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SCRUBBING GEL 100ml 
VIRGIN BEAUTY 100ml去角质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VIRGIN BEAUTY SCRUBBING GEL 100ml 
VIRGIN BEAUTY 100ml去角质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4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Natural bright fairness 
cream 50ml 蒂莎 50ml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Natural bright fairness 
cream 50ml 蒂莎 50ml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DISAAR Natural bright fairness 
cream 50ml 蒂莎 50ml提亮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456
广州市丽肤宝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沂玥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1傲慢绯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39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玥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2慵懒梅子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40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玥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3复古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41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沂玥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4温柔脏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42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6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绪美淼补水沁润隔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72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m.g舒缓修护冻干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85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苏周堂黑桑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89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愈见樱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91
广州森可润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莉菲琳免洗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92 广州莉菲琳贸易有限公司
T.FACE WITHLOVE小分子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799 广州银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姬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恋姬平滑逆龄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1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柠檬西柚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28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AZA玻尿酸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03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SAZA烟酰胺亮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16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利幼樂氨基酸水润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18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恰好诚品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22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PDH盐水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27 广州拍档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兰顿乌斯玛草眉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40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蒲公英康能舒润嫩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52
蒲公英（广州）美容科技有
限责任公司

纤西施清盈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清盈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清盈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清舒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清舒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清舒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6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金御坊胸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73
聚禧（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钜美康养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82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钜美康养源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2983 广州巨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水漾肌层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00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蛋定鸭柔雾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0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大眼睛浓密防水睫
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40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丫媄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44
广州维丫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娞婷调节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45 广州琉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番番云 深层保湿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51 广州艾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体素莱清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52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花漾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88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娞婷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95 广州琉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千茜尊享美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千茜尊享美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千茜尊享美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0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AIS BEAUTY-BRINGHTENING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0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AIS BEAUTY-BRINGHTENING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0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AIS BEAUTY-BRINGHTENING FAC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08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1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1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2#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1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玺瑞蓝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2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荷俪偍胶原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3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胶原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3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胶原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33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润色无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39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午夜南瓜BR03）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4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午夜南瓜BR03）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4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午夜南瓜BR03）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4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润  玻尿酸补水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44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水光瓷肌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49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汐多肽童颜冻干粉+多肽童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55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凯芙媞高保湿烟酰胺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1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兔汤姆种子胚芽婴儿安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2 广州红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富丽活花漾柔软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3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焦糖红棕R608）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焦糖红棕R608）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焦糖红棕R608）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7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浪漫印象臻美樱萃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84 广州花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氨基酸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氨基酸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氨基酸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8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水光瓷肌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91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水光倍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96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中国红O611）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中国红O611）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中国红O611）

粤G妆网备字20210531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WEINA 拉微娜防护舒缓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00 广州拉薇娜化妆品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
（01#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03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红茉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04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水肌活力澎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10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1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幼樂氨基酸维E滋养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21
多爱优品供应链（广州）有
限公司

微沙尔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37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XICUANME青春童颜冻干粉+微胶原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50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美妮玫瑰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5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传明酸安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传明酸安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传明酸安瓶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赋活亮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1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羿妃羿羽滋养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滋养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滋养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水漾肌层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3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草本俏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清肌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芬洛蒙玻色因水漾肌层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79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UMEIFURONG柳眉芙蓉玻尿酸烟酰胺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82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悦养之道白芨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3295
广州养之道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荟汐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00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koigoddess清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goddess清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goddess清爽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0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璞迷狂野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08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Shmily清滢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13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霖兮王浆蜂胶净养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18 广州市佳龙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美妮柠檬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25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瑞姿泉弹润寡肽精华液+弹润蛋白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49
盛茵（广州）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小牧爱叶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55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MEL甜橙滋润养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59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凡玉炫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63 广州泊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83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瓷肌净透干洗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87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素婷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91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牧爱积雪草复颜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92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胶原蛋白紧颜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94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水杨酸修颜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396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芳伊美藏红花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2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SUNBARON仙芭侬轻盈无痕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3
广州初铠宸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带茜积雪草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4
微美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冠生源摩洛哥坚果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5
广州冠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芳伊美燕麦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菲体素莱清清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19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酵母瓷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25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研蒂美抗皱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32 广州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美丽密码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52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美熙御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熙御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美熙御颜修护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剑客清爽控油细致毛孔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85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水漾肌层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94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葡葡萄籽蓝莓活力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497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虫草多效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璞迷花蜜奇缘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21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妮牛奶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29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纯美妮薰衣草搓泥浴宝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33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完美姿道复活草酸奶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48 广州香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己感修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75 广州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HSC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5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葡蜂王浆酵母抗皱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6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HSC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馥芮滋养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1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金瓶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XHSC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68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百皙海茴香修护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12
广州市肌百皙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ERLENA圣尼娜润泽柔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圣尼娜润泽柔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圣尼娜润泽柔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剑客多效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3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剑客水活净透双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6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FUNSACE粉瑟立体光影粉饼-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29
哈里路亚（广州）互联网科
技有限公司

剑客控油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31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荷俪偍血清蛋白焕颜套-血清蛋白冻干
粉+血清蛋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3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血清蛋白焕颜套-血清蛋白冻干
粉+血清蛋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3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血清蛋白焕颜套-血清蛋白冻干
粉+血清蛋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3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博士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41 广州珍博士化妆品有限公司
剑客净爽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48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剑客控油净爽祛黑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50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燕麦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65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酵素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84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肤蜜水漾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86
广州神玉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微沙尔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87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小牧爱海茴香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91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烟酰胺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796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富丽活花凝赋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01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苏周堂当归人参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11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女仁馨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1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龙胆草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23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仁馨润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2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施滑溜溜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26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焕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2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嫩肌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29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修护眼霜（夜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精华抗皱眼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精华抗皱眼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罗蔓罗芬鲟鱼子精华抗皱眼霜（日用）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3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佳临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临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临人参虫草焕颜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美昕赋活童颜冻干粉+赋活童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59
心影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植美昕赋活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62
心影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公仆千锤百炼柔润净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67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绪美黄金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70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女仁馨润肌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76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CDT梦幻紫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梦幻紫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梦幻紫鎏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78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富丽活花满香庭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3885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03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前颜燕麦特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34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清颜祛痘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40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MIVEN植美芬芦荟舒缓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46
广州千姿百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ongdai東黛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50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仁馨焕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5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5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渺兮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58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女仁馨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0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1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宛丽颜裸妆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2
宛丽颜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女仁馨醒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7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型美秀四季沁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69
广州康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仁馨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7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薰衣草润肤搓泥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73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卓酷玫瑰润肤搓泥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77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女仁馨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78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酷牛奶润肤搓泥膏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0 广州瑞新邦商贸有限公司
女仁馨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2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嫩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3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仁馨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5 广州昊芝化妆品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肉桂蜜桃B605）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肉桂蜜桃B605）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NML穆穆美啦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
（肉桂蜜桃B605）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8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娞婷胶原蕾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3993 广州琉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NADUO羊胎盘素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
羊胎盘素寡肽修护冻干粉+羊胎盘素寡
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01
广州美那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HSC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 Color Mascara（Aurora）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5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Color Mascara（Snowflake 
Diamond）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5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晓竹居玉竹石斛竹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60 广州晓竹居化妆品有限公司

XHSC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XHSC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恒妆微细速描持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微细速描持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妆微细速描持久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72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可丽柔皙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85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词红萝卜素净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094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2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2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2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娴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竹居玉竹石斛竹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1 广州晓竹居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赋活肌底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4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富丽活花满银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5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ONAIERKANG欧奈儿康多肽胶原冻干粉+
水解胶原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49
广州润颜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富丽活花满田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0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清韵柔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富丽活花漾皇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4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艾妃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舒活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NNUEDWE反转微笑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6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反转微笑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6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NUEDWE反转微笑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67
广州市慕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玉肌草本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78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毛孔深层净透洁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82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19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渺兮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03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花芊诗集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04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A&R谷氨酸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16
广州市艾文美发技术有限公
司

型美秀四季舒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18
广州康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璞红石榴净透美肌保湿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2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沙尔咖啡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28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恰好诚品时光沁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0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富丽活花凝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1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美堂玻色因多肽酵母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碧纯龙骨草本护理套-龙骨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碧纯龙骨草本护理套-龙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美康胸部舒润尊享套胸部舒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蜜亚OUMIIYA净颜祛痘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39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芊诗葡聚糖酵母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4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型美秀四季舒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46
广州康恩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恰好诚品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50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煜星國際活泉水润滋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5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肌秘时光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57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晓竹居玉竹石斛竹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65 广州晓竹居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颜龙胆草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74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IRONG觅蓉回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RONG觅蓉回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RONG觅蓉回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羿妃羿羽滢润秀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8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PK 琥珀菁纯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 琥珀菁纯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 琥珀菁纯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2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花开 焕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0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焕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0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焕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09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渺兮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15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瓷肌莹润修护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20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姿奇色KAZIQISE星钻魅眼闪眼影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330 广州娲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瓷肌焕颜雪肤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00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娇妍璀璨润色唇釉 ①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07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娇妍璀璨润色唇釉 ②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0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娇妍璀璨润色唇釉 ③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2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羊胎素冻干粉+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4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娇妍璀璨润色唇釉 ④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5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赫慈小参丹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8
隆享健康（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SAZA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19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覓芮 美颜修护组合（美颜修护冻干粉+
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20
广州姿安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TRO水漾隔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43 广州鑫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花开 透薄焕彩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4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透薄焕彩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4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透薄焕彩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46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美优康臻美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48 广州玉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TRO净肤清新卸洗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1 广州鑫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KOUJING 蔻静钻系流云眼线液笔  01#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3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润  玻尿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7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荌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荌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荌凝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5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润  玻尿酸清爽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62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花开 胶原润泽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胶原润泽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胶原润泽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65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小莫富勒烯奢宠护肤套盒-富勒烯奢
宠护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70 广州新聚心科技有限公司

AOLING奥龄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88 广州亿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玺瑞多肽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多肽润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44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婷姿堂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3复古枣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07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姿堂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4温柔脏
橘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08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姿堂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2慵懒梅
子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09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姿堂 柔雾半哑光细管口红#01傲慢绯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10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IWRHION莱瑞妍奢养臻萃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奢养臻萃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奢养臻萃焕颜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2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琉光之泽白月星虹单色腮红 03（枫叶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41
广州琉光之泽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CTRO水漾舒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45 广州鑫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68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八岁印象氨基酸清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05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八岁印象玻尿酸水润弹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10 广州韵爱化妆品有限公司
己感贻贝多效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22 广州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方洲金银花爽身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32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诺方洲金银花痱子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34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珂卡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蓝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中别韵奢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67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赛美康胸部舒润尊享套多肽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77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珀蒂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40
蔓珀蒂娜护肤品（广州）有
限责任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鲜润泡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52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覓芮 焕彩修护套（时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55
广州姿安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覓芮 焕彩修护套（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56
广州姿安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宛丽颜新肌焕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61
宛丽颜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欧芬达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63
广州市欧芬达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美中别韵奢悦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73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丝柏蕴富勒烯补水修护御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885 广州易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本香堂沉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33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覓芮 多肽青春组合（多肽青春冻干粉+
青春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38
广州姿安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形象美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清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卡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49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港蒂蓝铜肽补水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17
港蒂（广州）医疗美容科技
有限公司

与妃水光活性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18 广州靓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Schatz acn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27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Schatz POLYPEPTIDE COLLAGEN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45 广州珺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ＦＷアイシャドウパレット8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5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erem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rem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Gerem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5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O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O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CONO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3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4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ireine HA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NTINE SECRET FRAGRAN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NTINE SECRET FRAGRAN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VALENTINE SECRET FRAGRANCE MIST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DR.Sante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6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6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79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5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80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4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82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3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83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馥芮柔润丝蕴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93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葡神经酰胺氨基酸清透保湿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9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荔女人香蛋白丝柔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098 广州研沐诗贸易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亮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亮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亮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2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3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SHU魅树人参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4 广州悦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曼琳美肌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11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2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29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森溪渐变双色眼影棒01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34 广州陌登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荷塘夜色纤长密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3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荷塘夜色纤长密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3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荷塘夜色纤长密羽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3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植头皮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37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AZA清润焕颜隔离霜#柔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40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三迪熊净彻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44 广州三迪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三迪熊清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45 广州三迪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三迪逸品温润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46 广州三迪化妆用品有限公司

御素韩弹润紧致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56
广州御素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微沙尔纤细眉笔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62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微沙尔纤细眉笔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65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微沙尔纤细眉笔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66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奢柔香氛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7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奢柔香氛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7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奢柔香氛蛋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77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8芦荟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94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葆典爱心修护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95 广州梵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馥芮姜粒植萃洗发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298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豆清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05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炫酷定型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炫酷定型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炫酷定型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皙密码多肽紧致焕采眼霜(日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3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密码多肽紧致焕采眼霜(日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3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密码多肽紧致焕采眼霜(日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38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凝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45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奇寡肽立体修护套-寡肽冻干粉+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57
微美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6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6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6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有望空气感护发营养液（沙漠玫瑰香水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3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有望空气感护发营养液（阳光鲜果香水
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4 广州有望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密码赋润柔护焕采眼霜(夜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密码赋润柔护焕采眼霜(夜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密码赋润柔护焕采眼霜(夜用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7 广州源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奈儿焕彩黄金修护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奈儿焕彩黄金修护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奈儿焕彩黄金修护抗皱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7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1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touch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entouch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entouch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8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US World雪耳精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93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带茜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396
微美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MABASHA玛芭莎玻色因肌源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19 广东美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舒肌修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3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水润保湿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3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皇妃御圣汤头皮调理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37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DER TRIER德佳妍女神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39
广州伽晟健康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皇妃御圣汤植物头皮调理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42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冻干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冻干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冻干粉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43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半哑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半哑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半哑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荣欣瑜艾草滋润营养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9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滋润营养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9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滋润营养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59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强劲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6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强劲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6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强劲定型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6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媄·素妆愈颜焕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68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美沐露氨基酸香氛保湿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70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活力滋养气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73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凝时修护菁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79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KAILUOFEI凯洛菲蓝铜肽滋养密长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80
广州珂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8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古月姜竹沐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2
广州语嫣阁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素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酵母多效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酵母多效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WRHION莱瑞妍酵母多效亮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49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皇妃御圣汤头皮调理焕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15 广州林鼎生物药业有限公司
周顺发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周顺发靓颜水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水感保湿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2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3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蓝莓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蓝莓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蓝莓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草本细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草本细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草本细致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4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胶原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胶原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蓬松易塑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蓬松易塑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蓬松易塑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柔和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柔和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柔和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丝柔弹性软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丝柔弹性软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丝柔弹性软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8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焕颜气泡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59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ROYALGET洛歌花香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6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道堂芳草香身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6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道堂芳草香身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6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道堂芳草香身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6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ZA烟酰胺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92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DREWGOU朱蔻沁透遮瑕粉底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9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芬洛蒙玻色因赋活亮彩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596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赋活草植物头皮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22 广州熵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赋活草植物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64 广州熵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Jea·Love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
干粉+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a·Love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
干粉+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a·Love玻色因冻干粉套盒-玻色因冻
干粉+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7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黄瓜滋养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76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雪植草本驻颜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驻
颜多效修护冻干粉+驻颜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植草本驻颜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驻
颜多效修护冻干粉+驻颜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植草本驻颜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驻
颜多效修护冻干粉+驻颜多效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8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朴发光亮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85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麦琪臻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88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珍珠蛋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9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丫媄臻润弹嫩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699
广州维丫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珍珠蛋白去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01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2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3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娇颜
鲜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0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4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娇颜
清透裸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娇颜
多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7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娇颜
保湿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59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娇颜
花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62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6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索璞SURPRO紫苏水漾润亮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6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68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索璞SURPRO角鲨烷舒颜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73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0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鲜润肌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鲜润肌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鲜润肌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2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索璞SURPRO烟酰胺亮采润泽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3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8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宠爱妮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深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深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深润补水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79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骞晟御尚古方灵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2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赋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婉韵蜂王胶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09 广州市同顺贸易有限公司

伊诗兰顿腹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16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新启秀丽佳人腰腹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启秀丽佳人腰腹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启秀丽佳人腰腹修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3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珍珠蛋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39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树佳人 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41 广州市谊食康贸易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珍珠蛋白调理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48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INUS World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57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精萃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61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63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菲朴发光亮透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70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ZA温泉水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78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自然宣颜雪肌莹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892 广州美约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竺密录清盈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06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FE婴儿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10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贝雅没药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贝雅没药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贝雅没药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1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水漾精粹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15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灵溪灵动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22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灵溪舒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24 广州千怡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富丽活花漾精萃活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27 广州铂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矿物泥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弗兰缇蒂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50
广州弗兰缇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洁美润滋润浓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5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滋润浓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5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滋润浓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5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赞纤连蛋白舒缓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6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纤连蛋白舒缓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6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纤连蛋白舒缓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66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泉雅蓝莓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蓝莓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蓝莓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72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微沙尔咖啡水光极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79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斯麦琪臻颜赋活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83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Verdoyer Hydrogel Augenpads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95 广州施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Snowflake facial treatment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5996 广州施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怡凯亮颜美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083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斯麦琪臻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085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苦参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089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03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蔻舒颜盈润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05
广州悦美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迷你她米浆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蜂和QIFENGHE头发养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1 广州七蜂和贸易有限公司
APPTI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5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1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伊人香营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0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亮肤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亮肤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亮肤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柔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柔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柔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INUS World精萃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29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3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海豚之恋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4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谧极氨基酸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46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素汀熊果苷小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2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修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黑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的美草本焕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63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光感雪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6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素汀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65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真的美草本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66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汀紧致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69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COLOUR FEEL 发际线阴影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75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素汀雪肌亮肤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196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肤可丽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02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的美草本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06 广州真的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蔓姿玫瑰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08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靓丽星雪妍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9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INUS World舒柔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6294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逆龄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01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小漾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小漾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0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康美植物萃取青草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06
广州丽康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US World莹透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21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28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莜多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29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INUS World舒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32 广州铂慷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舒缓保湿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35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AIKAXINI麦卡希尼美颜持妆遮瑕粉底
液 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42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EMPTIN GLOW DROPS Oil Cocktail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53 广州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MPTIN GLOW DROPS Oil Cocktail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53 广州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MPTIN GLOW DROPS Oil Cocktail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53 广州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MPTIN GLOW DROPS Oil Cocktail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53 广州峻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58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晓竹居玉竹石斛竹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66 广州晓竹居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69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 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 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 白兰花凝萃菁纯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黑松露灵芝菁萃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芙丽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6398 广州市柯翔贸易有限公司

芬洛蒙大马士革玫瑰保湿花瓣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02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珂舒研寡聚透明质酸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06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钰榕泉净痘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07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恰好诚品润妍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09
广州恰好健康产业有限责任
公司

真熙美颜乳（绿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13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向净颜平衡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37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束岩谷胱甘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46
广州瑟维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怡凯清透润泽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67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LXR黄金蜂窝抚纹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82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贵冰颜宝丽清新香氛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484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肌向肌元安润养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80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芬迪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8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芬迪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8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芬迪肤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84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ZERBO寡肽美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8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向肌元多效亲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6599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爱蜜巢水清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03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爱蜜巢水平衡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04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SORA 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RA 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RA 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0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怡凯滋养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15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肌向穿心莲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20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净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25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倍舒妮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28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m.g依克多因肌底舒缓修护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29
广州科优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灵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3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3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3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KIMUSE缪色 液体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37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奶油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4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丽格娜新活透肤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49 广东泰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挚颜润颜保湿银耳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51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怡凯焕采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55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弹润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57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水光弹嫩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58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焕颜滋养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61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舒缓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63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65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金箔细致毛孔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68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70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舒缓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71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珂舒研水杨酸焕肤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693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LXR黄金胶原紧致额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03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焕慕蛋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16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泉溪素颜修护精华套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22
广州市铭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RFUN黄金蜂窝御龄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24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科纳集胶原焕彩精华液（9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25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瑜1818拉线笔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29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1818拉线笔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37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娜璐自然持久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42
广州宝那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瑜1818拉线笔红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4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1818拉线笔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49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1818拉线笔浅茶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50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夏瑜1818拉线笔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52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TAIQUAN Bird‘s nest Luxury 
pamper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Bird‘s nest Luxury 
pamper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TAIQUAN Bird‘s nest Luxury 
pampering facial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58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维蜜蔻自然雾感极细拉线眉笔0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62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自然雾感极细拉线眉笔02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66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自然雾感极细拉线眉笔03桃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80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蜜蔻自然雾感极细拉线眉笔04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783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愈颜焕变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24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愈颜焕变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24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愈颜焕变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24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雪弥红石榴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3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SKIN METTS辅酶Q10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3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碧生植萃清痘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52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植萃滋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53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祛黑头三部曲套装毛孔收缩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54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姬蔻YaaJiCoo神经酰胺鲜颜肌底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56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GREAT MISS神经酰胺肌初鲜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5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根源堂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6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绪美丛林秘境水漾气垫霜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62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丛林秘境水漾气垫霜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63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玻尿酸保湿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6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ETERCE玻尿酸水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81 广州堪比科技有限公司
SKIN METTS焕彩紧致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8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芬达净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83
广州市欧芬达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米诗华逆时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96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KIN METTS水分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899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隔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04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onmna圣·美娜耳部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11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羽慧锦堂焕颜润养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24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MANZI施蔓姿水杨酸调理平衡棉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1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美康胸部润舒臻养套胸部臻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7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梵思氨基酸莹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8
广州白小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瑰愫VC富勒烯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39 广州瑰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瓷肌焕颜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50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敷他美日本小分子透明质酸钠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57
广州敷他美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7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7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7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萱玻尿酸润泽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6978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fidixh多纷迪丝沁水润颜隔离霜（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0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葡鱼子酱滋养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19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恋多肽赋活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2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亮颜美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31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满天星幻彩鎏光高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3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萱玻尿酸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40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臻草佰味靓肤保湿修护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42
广州艾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卿源尚妆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源尚妆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源尚妆玻尿酸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4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娇颜润肌粉底液（象牙
肌）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52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Y＇LΛN＇Z津兰熙奢润滋养燕窝眼膜
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53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FEIDUO卡妃朵鎏金闪耀速干防水眼线
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54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KAFEIDUO卡妃朵酷彩灵眸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58 广州夏瑜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珠于动力黑芝麻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珠于动力黑芝麻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珠于动力黑芝麻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70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因美肽能青春定格套-肽能活力紧致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87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鱼子弹润紧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8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鱼子弹润紧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8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鱼子弹润紧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89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ifudeli嫒肤德莉芳香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099
鑫华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Sonmna圣·美娜头部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100
广州圣美娜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魅姿萱玻尿酸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113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嫕颜牛奶珍珠粉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120 广州威基基电商有限公司

YAN YOU妍友富勒烯焕亮舒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128
豌豆之本（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奢嫊脐带鲜活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234 广州啵柚科技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千茜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洛茜水凝胶弹润紧致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43 广州茹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时刻泡沫小花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44 广州佳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清爽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5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清爽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5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清爽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5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诗华双重洁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58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UCHCARE玛苏卡富勒烯焕美润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65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前颜舒缓提亮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69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7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7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72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茶树油净澈黑头套装-毛
孔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0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1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PERFECT CARE茶树油净澈黑头套装-黑
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2
广州市柏俪卡化妆品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3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3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3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5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5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5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度源氨基酸香氛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87 广州博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GMP透亮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497 广州璟骐美容有限公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1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1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1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氨基酸花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2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氨基酸花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2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氨基酸花漾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20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戈缔姜汁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24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CNRS寡肽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76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女士护理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7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欧博尔臻颜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柔润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9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9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媄缔水漾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59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锶淇艾草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21 广州锶镁淇贸易有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秀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秀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清肌蔻清肌秀肤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GRODOM山茶花青春焕颜奢宠套装-山茶
花赋活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3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肤可丽舒缓修护液3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37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舒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舒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舒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清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清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清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6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RBO小分子多肽量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1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葡鱼子酱胶原蛋白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1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葡红茶焕颜提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17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素唯美大马士革玫瑰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19
彩田农夫（广州）生态科技
有限公司

优葡马鞭草茶树控油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22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邦9号 植萃舒爽香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32 广州汉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科娜氨基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33 广州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4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颜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1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 通润赋畅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通润赋畅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通润赋畅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角鲨烷双层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角鲨烷双层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角鲨烷双层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5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4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前颜苦参根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7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8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 滋益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滋益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滋益赋源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6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茜茜鎏金小白管丝绒口红Ⅰ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74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姿国色 净透赋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净透赋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净透赋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温润清秀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美轩YIMEIXUAN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88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MADAME GIE Total Cover BB Cush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9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ADAME GIE Total Cover BB Cush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9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ADAME GIE Total Cover BB Cush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57791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黛艾妃香愉静源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源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源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悦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悦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悦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致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致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静致沉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GRODOM玫瑰烟酰胺极润套盒-玫瑰烟酰
胺极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19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前颜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26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艾妃香愉雅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雅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艾妃香愉雅致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聚养元赋悦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34 广州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沙尔咖啡水感鎏金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40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苗塑堂舒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舒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舒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RODOM水杨酸净透赋活九件套-水杨酸
净透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52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奢宠闺蜜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5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UXIAJI无暇纪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64
广州市楷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辰  温泉养颜BB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90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妍纤膜蜗牛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94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娞婷粉嫩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7896 广州琉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茉莉花开 烟酰胺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烟酰胺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烟酰胺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00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雾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08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中别韵奢悦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09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姿兰堂钻石焕颜珍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14 广州御明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盈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盈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盈肌补水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19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mily清滢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20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清堂赋活胶原嫩肤粉+青春抗皱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35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Shmily清滢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36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mily清滢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38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4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40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半黄）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55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茶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56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娜子光感柔肤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娜子光感柔肤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娜子光感柔肤蘑菇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5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美轩YIMEIXUAN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86 广州誉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肤映像乳酸杆菌修护平衡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90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IFU秘肤奢护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57991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清堂玻色因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0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肤映像乳酸杆菌修护平衡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08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馨缘伊人多肽臻颜冻干粉+多肽臻颜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09
广州海纳亿创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倾怡凯润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25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沁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29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妩媚动人浓彩唇膏 ①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0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妩媚动人浓彩唇膏 ②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1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妩媚动人浓彩唇膏 ③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2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红妆套盒-妩媚动人浓彩唇膏 ④
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3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美  小苍兰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5 广州完全日用品有限公司
靓乐菲牛奶滋润留香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7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靓乐菲牛奶滋润留香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7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靓乐菲牛奶滋润留香搓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37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施清水活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47
广州市美客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4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4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留颜蜜语锦绣东方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48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养元赋悦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89 广州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养元御典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092 广州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瓷肌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11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水光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25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INGCH纤纯耀闪固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26
广州市白云区纤纯美容美发
用品商行

柯夜莺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30 广州时代韶光商贸有限公司

Shmily清滢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49
广州蓝湖之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莎源集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64
广州依莎国际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荟汐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70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荟汐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73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众舒宁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75 广州合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鱼子酱贵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净润焕靓香氛沐浴露
(我的巴黎)

粤G妆网备字202105819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美肤靓肤香氛沐浴露
(一束茗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2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森源舒爽修护套组-舒爽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舒爽控油香氛沐浴露
(橘绿之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07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莜甘草靓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21 广州真靓共享科技有限公司
N.W MOK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42 广州念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人美酵母唤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252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韵生赋温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韵生赋温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姿国色 韵生赋温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肤映像乳酸杆菌修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51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肌肤映像乳酸杆菌修护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52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ROYALGET洛歌花香浪漫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56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舒悦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舒悦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舒悦御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年邦草沙棘草本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70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值享祛美颜靓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7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值享祛美颜靓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7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值享祛美颜靓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74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草本精粹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精粹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草本精粹暖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49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人美蜂胶紧致粉+六胜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13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利彩隆奢养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19
广州丝博化妆品科技有限公
司

倾怡凯裸妆清透气垫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0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聚养元赋悦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2 广州皓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柔润美肤遮瑕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3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翊霏儿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护
溶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26 广州易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itiara玩转色彩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39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斯麦琪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42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5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5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5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妙媤赋活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55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纷呈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60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芊姿植物调理水感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61 广州芙芊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Catching Feeling卡琳菲娜水光补水靓
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70
广州市时羽美道贸易有限公
司

妙媤焕颜亮肤周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71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时代之美胶原青春粉+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胶原青春粉+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胶原青春粉+胶原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柔雪雅天竺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59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熙蜜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蜜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蜜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腰背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腰背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腰背养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粒子传奇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08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纯粹滋润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1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诗帕臻香去屑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27 广州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诗帕臻香润盈丝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29 广州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祛痘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34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之坊水光优肌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3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氨基酸轻盈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40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瓷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58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纳姿植物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植物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植物修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露茗 氨基酸控油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73 广州哈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媛素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台植婴儿橄榄核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695
广州新起点母婴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芯诗露益生元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前颜水光瓷肌瀑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3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斯麦琪臻颜赋活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4 广州卓尔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颜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5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妍泉温和洁净卸妆水Q7491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温和洁净卸妆水Q7491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温和洁净卸妆水Q7491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0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源姿颜玻尿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15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前颜酵母瓷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21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颜酵素倍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23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妤希盈透清颜套-美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2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前颜水光瓷肌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28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YIMEIQIJI小分子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30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蓓澜雅舒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69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蓓澜雅焕彩皙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77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蓓澜雅焕彩皙颜肌底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89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纯粹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791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前颜水光倍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05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卡草本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草本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草本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卡草本亮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宠妃心计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宠妃心计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宠妃心计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5
广州市修锦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天竺密录清盈能量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6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立欣雪域精粹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17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玻尿酸净透吸黑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2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净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2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甜橙皙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2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优滋瑞蜂蜜柔滑嫩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1 广州晶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媛素修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修护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ffick玛菲可蕾丝蜜语轻雾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4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朴发光亮透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5 广州知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妤希盈透清颜套-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品媛素多肽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多肽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多肽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多肽美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5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色天后臻颜修护舒缓套-臻颜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6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贵色天后臻颜修护舒缓套-臻颜舒缓冰
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7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贵色天后臻颜修护舒缓套-臻颜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7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贝立欣雪域精粹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77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肉桂
蜜桃B605）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85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田混合肌双色分区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899 广州品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MANZI施蔓姿水杨酸祛痘棉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0 广州桑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中国
红O611）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2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伯爵
红茶R614）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3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JACOPIN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ACOPIN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JACOPIN何首乌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4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hylleia香氛润肤沐浴露（浅玫紫色
广藿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6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焦糖
红棕R608）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7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淳滢尔湎奢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0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妤希盈透清颜套-美肌酵素液+美肌面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1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舒派士香水魅惑酷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14 广州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phylleia香氛净肤沐浴露（皮革绿色
天竺葵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19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美肌养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22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美肌养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25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净透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2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竺密录美背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31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妤希盈透清颜套-美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泽妤希盈透清颜套-美肌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粒子传奇瓷肌滢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54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粒子传奇瓷肌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5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适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61 广州和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适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62 广州和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柏丽诗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66 广州灵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淞美控油平衡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71
广州清淞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婼芝颜鎏金钻石口红04橘子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79 广州艾瑞丝贸易有限公司
婼芝颜鎏金钻石口红05玫玫棉花糖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80 广州艾瑞丝贸易有限公司

花妍纤膜绿豆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82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清颜玉肌丽人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92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婼芝颜鎏金钻石口红03恋恋草莓 粤G妆网备字2021058993 广州艾瑞丝贸易有限公司
纤西施美塑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美塑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西施美塑清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粉珀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13 广州德珀商贸有限公司

汐瑾莱氨基酸温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15
广州汐瑾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缕植物祛痘修护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26 广州润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婼芝颜鎏金钻石口红01复古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27 广州艾瑞丝贸易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乳酸精粹毛孔收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29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粒子密码瓷肌亮透动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31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婼芝颜鎏金钻石口红02玫瑰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32 广州艾瑞丝贸易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奢养精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奢养精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赫纳姿水蛭素奢养精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iphylleia香氛润肤沐浴露（橘黄调色
青柠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40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phylleia香氛净肤沐浴露（冰川蓝色
海石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42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嘉美雾感丝滑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8
广州市黛嘉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明眸焕采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5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米诗华柔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61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丁丁优选牛初乳婴儿肌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丁优选牛初乳婴儿肌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丁丁优选牛初乳婴儿肌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62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诗华亮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85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诗华焕彩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86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诗华多效晶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89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挚颜奢润养肤无暇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96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挚颜美肌水润银耳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098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夏菁儿净透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净透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夏菁儿净透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0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MIFU秘肤舒盈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10
广州芭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肌神紧致美肤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21 广州巧笑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臻颜修护舒缓套-臻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欧博尔臻颜幼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幼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臻颜幼滑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2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玉肌控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38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深层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44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祛痘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6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姬祛痘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170 广州大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10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美肌养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11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蜜巢水净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16
广州东芳嘉保生物工程有限
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深层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3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深层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4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深层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5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热力艾草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热力艾草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热力艾草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竹居氨基酸竹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29 广州晓竹居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妍泉氨基酸净润去黑头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氨基酸净润去黑头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氨基酸净润去黑头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3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妮菲奢宠臻亮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38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香树佳人 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7 广州市谊食康贸易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露茗小黄姜氨基酸修护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60 广州哈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祛痘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63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65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佩尔臻采素颜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75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8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轻透CC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轻透CC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轻透CC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90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PURE 雪绒花净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293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控油净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控油净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控油净爽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肽能青春定格套-肽能活力
紧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6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19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再丽大使淘米汤植物多肽修护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20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汉草轩抬头纹美肌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21
广州芊雪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后尚御龄轻奢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0
后华泫（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深层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深层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深层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4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3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FM沁透滋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49 广州优品护肤品有限公司

韵蜜美肌修护矿物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55
广州东方汇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UMEIFURONG柳眉芙蓉植萃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58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XUEFUCIAGA雪肤世家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65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GRODOM桃花肌活娇颜六件套-桃花逆时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69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珊朵啦小黄姜健发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80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柏丽诗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84 广州灵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牧爱植萃茉莉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85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水润靓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91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芳伊美蓝莓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59393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DUOLA咪朵拉旋转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0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1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1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滋养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12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牧爱水润微凝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14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EAE人参植萃洗发水（养发护发 强韧
发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31 广州铭硕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41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伊姿源姿颜修护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46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58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茶杯熊柔雾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5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湘膜王草本精粹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8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湘膜王草本精粹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8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湘膜王草本精粹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84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夢玛丽多肽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95 广州超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49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 清颜净澈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保湿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保湿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保湿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2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Odimels奥荻美臻萃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3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dimels奥荻美臻萃顺滑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31 广州倩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颜舒缓靓颜喷雾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35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嫊角鲨烷鲜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40 广州啵柚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修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修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修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1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BISHA欧碧莎珍珠蛋白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2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O'BISHA欧碧莎晚香玉香水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5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肤映像乳酸杆菌修护平衡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59
广州市海洋旋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薇之水水润净透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62
薇之水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珊朵啦小黄姜健发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57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汀毛孔净肤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684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珊朵啦小黄姜控油祛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693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00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晶透日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1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YIMEIQIJI骨胶原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2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SEOMOU黄金紧致舒纹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25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EOMOU海藻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27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EOMOU黄金抚纹额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28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3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芭碧琪紧致嫩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3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若美净透水光精华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37 广州甲之韵贸易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4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嫩肤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嫩肤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嫩肤滋养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美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水润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水润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水润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人参肌底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蜜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78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泪光卧蚕笔 S04紫
霞仙子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雅黛老姜王三合一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2
广州金弘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姿渲国际洋甘菊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5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8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8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88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28果汁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59796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E12流星罐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01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VCND 沙龙护理健康指甲油H29樱花树下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03 广州容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十九匠线条眉专用设计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05
北京十九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广州分公司

GRODOM珍珠精粹亮肤八件套-珍珠精粹
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06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星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1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色开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2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野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3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金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4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蚕丝面膜(银色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16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芳颜集彩色便携眼线液笔（小雀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1
广州一昧禧月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2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2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2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水光逆龄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3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嫊鲜活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28 广州啵柚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1#自然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5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2#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5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62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3#栗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6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4#琥珀棕（微闪）

粤G妆网备字202105986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5#烟熏紫（微闪）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0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彩虹棒内眼线胶笔 
06#墨绿色（微闪)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07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葡多肽小分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10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晶钻驻颜紧致组合-晶钻驻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乔微娅丝柔精油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55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姿源姿颜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59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美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60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乐芙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62 广州采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KIMUSE缪色 丝滑细致毛孔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70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FROYARFGUL修雅芙生物精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72 广州韶夏传媒有限公司

樱皇燕窝蚕丝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59981
广州华商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佰颜至美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07
仟草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NbleFly积雪草肌底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11 广州暨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会发芽的玫瑰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会发芽的玫瑰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萧筱会发芽的玫瑰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1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MOU凝水微晶额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25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佰颜至美草本海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27
仟草堂（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EOMOU黄金蜂窝御龄蝴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30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羽慧锦堂果蔬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3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晶透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3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晶透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3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粒子传奇瓷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42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滋妃水感防护隔离霜（皮卡丘）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65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滋妃水感防护隔离霜（胖丁）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69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珠妍毛喉鞘蕊花冻干粉+毛喉鞘蕊花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083 广州玉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焕颜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23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灵极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2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优葡多肽小分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32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妃妤尊宠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34 广州市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妃妤尊宠亮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35 广州市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娇颜润肌粉底液（自然
肌）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42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蕴能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6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蕴能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6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蕴能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6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一茶一嫣茶树花原液保湿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87
广州天宜德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前颜瓷肌莹润修护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193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莎源集植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19
广州依莎国际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U.yi尤一烟酰胺润泽提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烟酰胺润泽提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烟酰胺润泽提亮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FUN黄金玻尿酸抚纹额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26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ORFUN黄金鱼子酱抚纹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29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NCY FACE poetry in p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CY FACE poetry in p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NCY FACE poetry in p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1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ALMANDI LIFE CLEANSING FACE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LMANDI LIFE CLEANSING FACE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LMANDI LIFE CLEANSING FACE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32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loom Avocado Silk Sleep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60256 广州施若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PIHENKEEP平衡植臻爱平衡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23 广州佳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沁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沁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沁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前颜瓷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38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奢宠鱼子酱润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49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THOME Retinol 2.5%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5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Retinol 2.5%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5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THOME Retinol 2.5%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55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梵姿活丽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活丽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活丽康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平衡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平衡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平衡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36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模小方瓶氨基酸蚕丝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15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梵姿乐通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乐通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乐通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1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梵希美颜丰盈冻干套-美颜丰盈冻干
粉+美颜丰盈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18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粒子传奇瓷肌焕颜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3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升美生姜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48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PEETEYA复合酸焕肤精华液Ⅱ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50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萱JIFUXUAN紧致提升加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55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梵姿悦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悦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悦享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肤萱JIFUXUAN锦绣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1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梵姿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青春活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青春活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青春活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6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47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粒子密码瓷肌滢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20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ETEYA复合酸焕肤精华液Ⅰ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31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滋妃水感防护隔离霜（杰尼龟）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57 广州嫒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舒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5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舒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5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舒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5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萱JIFUXUAN逆龄紧致冻干粉+逆龄
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2
广州新美奇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梵姿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悦享幸福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 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 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 舒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7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羞花丽人基底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陌小悦闺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陌小悦闺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陌小悦闺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陌小悦闺蜜安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润尊享套-草本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6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慧乐美妆前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31
广州同嘉妍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焕慕修护水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35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梵希多肽青春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43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众色开心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50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梵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55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暨梵希美肌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69 广州瀚森医药有限公司
PEETEYA视黄醇青春精华乳III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77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PEETEYA视黄醇青春精华乳Ⅱ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78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FEKOU粉蔻黑茶精粹净透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80 广州芳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小分子眼部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81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Bercy Station贝惜樱花素颜亮肤凝凝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85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花熙蜜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蜜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熙蜜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野园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794
广州百斯威进出口贸易有限
公司

Dafidixh多纷迪丝沁水润颜隔离霜(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04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色开心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11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涣颜素烟酰胺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涣颜素烟酰胺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涣颜素烟酰胺玻尿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涛酷炫油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21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灵极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2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2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2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光束奢柔修护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50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玻色因补水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玻色因补水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玻色因补水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5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束氨基酸迷迭香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56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妃妤尊宠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2 广州市妃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前颜瓷肌焕颜雪肤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3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纳依克多因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依克多因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纳依克多因补水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灵芝保湿凝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68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前颜清颜祛痘调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75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羞花丽人基底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8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PONY ENERGY佩琪妮烈艳蓝金丝绒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0883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CHARIANO奇姬丝滑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0916 广州市奇姬商贸有限公司

根源堂玫瑰娇颜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00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季再美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0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季再美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0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季再美深层滋润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05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Na平衡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08 广州蓁时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PEETEYA复合酸焕肤精华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19 广州本朴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色开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31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植世家多效奢润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55
广东百草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cy Station贝惜雪莲抗氧凝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56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云微冠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6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铭壹 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65 广州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谧极积雪草青春润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73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韩惑青柠精华晶润嫩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7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妃塑 百魅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084 广州品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思音 舒缓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2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思音 舒缓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2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派思音 舒缓净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26 广州欧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璞迷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38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净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净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氨基酸舒润补水护肤套装 氨
基酸净润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41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璞迷邂逅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50 广州至高腾选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1#
甜心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6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诗华均衡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66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2#
温柔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75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3#
奶盖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17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美宜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20 广州光妮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升美姜艾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29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赛美康胸部润舒臻养套草本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55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纳姿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57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纳姿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57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纳姿老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57
广州市珂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玖瑟氨基酸清透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玖瑟氨基酸清透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玖瑟氨基酸清透保湿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6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午夜
南瓜BR03）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66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诗华皙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68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亞丽華水润护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水润护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水润护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丝绒哑光唇釉（乌龙
奶咖RD01）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76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虫草鎏金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29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倾怡凯柔润美肤遮瑕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02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裸妆清透气垫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07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Headgear汉戈自然亮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自然亮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eadgear汉戈自然亮光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亞丽華灵芝玉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灵芝玉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亞丽華灵芝玉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莱圣菲AROSANF修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24 广州韩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3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蜗牛修护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4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姬薇儿酵母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60 广州贸昌商贸有限公司

YIMEIQIJI滋养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61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懒人素颜水嫩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7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胸部润舒臻养套黄金润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82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nyi馫逸水润动感宝贝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389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04 广州大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红茶玫瑰滋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红茶玫瑰滋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红茶玫瑰滋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芙兰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27 广州悦享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蓓澜雅柔滑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36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媛博士美肌焕肤修护套组-冰肌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47 广州正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赞球睫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51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臻颜滋养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77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美康赋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79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ve虫草鎏金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8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虫草鎏金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84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赋能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89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萝莉溚玉脂色甲油胶Y-01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0
彩度印象（广州）贸易有限
公司

赛美康赋能奢宠套赋能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5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多肽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49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梦菲积雪草焕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荷俪偍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乳酸
菌嫩肤冻干粉+烟酰胺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乳酸
菌嫩肤冻干粉+烟酰胺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荷俪偍臻美焕颜修护冻干粉组合-乳酸
菌嫩肤冻干粉+烟酰胺舒缓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盯正植物美颜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盯正植物美颜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盯正植物美颜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07
广州市圣迪奥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积雪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2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博士美肌焕肤修护套组-寡肽修护冻
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26 广州正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Suitiara魔法口红雨衣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30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媛博士美肌焕肤修护套组-靓颜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32 广州正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媛博士美肌焕肤修护套组-美润紧致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36 广州正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苛索姜汁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1 广州苛索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胶原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胶原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胶原蛋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7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姿秀莲 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姿秀莲 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娜姿秀莲 水嫩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8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赋活养护尊享套盒-赋活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赋活养护尊享套盒-赋活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以姿赋活养护尊享套盒-赋活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8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施清水活清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88
广州市美客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城女孩随便画眉笔  03#苔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91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FV修护焕颜精华液+胶原修护线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94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威南之谜玻尿酸护颜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97
广州萃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施清水活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599
广州市美客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沐露香氛柔顺精华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09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10
热情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11#
纯欲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媛素美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美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美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品媛素美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3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12#
招财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4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虫草鎏金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46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氨基酸幻彩洁面豆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52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SUNYA伊尚雅奢宠无瑕粉底液110#瓷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54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ESUNYA伊尚雅奢宠无瑕粉底液130#柔米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59 广州伊尚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POPO夜间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663 广州韩露莎贸易有限公司

MUCHCARE氨基酸净透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07
广州威莱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BO小分子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1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清水活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32
广州市美客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蓓姬薇儿黄金紧致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34 广州贸昌商贸有限公司

花蔻源水漾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37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6#
椒羞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4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积雪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42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牧爱靓颜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46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7#
复古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49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A醇抗皱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5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牧爱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51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8#
糖渍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54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聚柔滑溜溜润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55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水光培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57 广州姿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VERIE DIARY 梦幻日记聚焦皙透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6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ERIE DIARY 梦幻日记聚焦皙透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6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REVERIE DIARY 梦幻日记聚焦皙透粉底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60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9#
辣妹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61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虫草鎏金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7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澜雅玫瑰精华润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87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素肤季身体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92 广州香歌香薰香料有限公司
亦素润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798 广州品优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春施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02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HSBCC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SBCC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SBCC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HSBCC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31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奢赏之恋西瓜滋润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4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植美昕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84
心影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LSU富勒烯精华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1885 广州勒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沁透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沁透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沁透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0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百瑟润泽倍护粉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润泽倍护粉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瑟润泽倍护粉嫩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6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伊琳祛痘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5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美姬草本精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71
广州伊菲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linfei舒琳妃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78 广州韩流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瑞伊琳玻尿酸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82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缕净颜水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87 广州润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葡羊胎素冻干粉+修护保湿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09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HE甲油胶 闪光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06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甲油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12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2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甲油胶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25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MENGHE甲油胶 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38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UZIQUEEN琥珀臻萃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白池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白池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白池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OZX玻尿酸光果甘草亮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山茶舒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茶树净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5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ZERBO 神经酰胺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6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兰朵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69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anHuang显凰特硬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70 广州显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NAQIAO纳乔特硬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73 广州显皇化妆品有限公司

培兰朵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78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叮咚女王轻奢魅惑丝绒口红（热恋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88
广州灵动时代文化科技有限
公司

瑞伊琳生物多糖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89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安汭熙母菊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母菊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母菊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沁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沁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沁润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19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素汀蓝铜胜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54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佳德琳生姜滋润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55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敷他美鱼子奢宠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56
广州敷他美生物医药技术有
限公司

俏森柔亮魅色雾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57
新森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PL重瓣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58
广州陶陶问道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德琳小苍兰柔顺香氛护发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66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德琳小苍兰滋润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69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德琳小苍兰柔顺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71 广州剑谷日用品有限公司
洛小莫富勒烯奢宠护肤套盒-富勒烯奢
宠护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79 广州新聚心科技有限公司

纽伊兰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90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晶透乳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29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0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0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00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亭俪 青春焕彩紧致粉+青春焕彩紧致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11 广州俪亭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洁颜绿豆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1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涵 脸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16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玺夫人清水芙蓉净化套-清水芙蓉净
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366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2玫瑰金色/
金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2玫瑰金色/
金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2玫瑰金色/
金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希姿莹润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6
广州由心野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1珊瑚色/裸
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1珊瑚色/裸
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1珊瑚色/裸
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 LUCKY豆乳沁润保湿澎澎弹弹小杯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09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4大地色/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4大地色/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美眸丝绒双色眼影（#04大地色/深
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0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LAB LUCKY红糖可融去角质滑滑嫩嫩小
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3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诗帕臻香控油丝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4 广州智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肌之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肌之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肌之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水肌之谜多肽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7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氨基酸亮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1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芳妍馨焕活紧致冻干粉+焕活紧致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39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肤可丽轻肌水润啫喱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0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馨塑颜溶媒液+塑颜冻干粉+青春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1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芮一 富勒烯瀑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3
广州市海姿薇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莱美纤姿蛋白套-纤姿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4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自己LIANZIJI舒缓保湿嫩肤粉底液
（象牙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6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清水活柔韧益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7
广州市美客集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恋自己LIANZIJI舒缓保湿嫩肤粉底液
（自然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48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妍馨肌龄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50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温和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69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水水嫩嫩净肤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7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Toruddy勿忘我熬夜修护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7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蓝铜肽抗皱紧肤冻干球+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7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慕头皮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77 广州焕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依克多因舒缓亮肤冻干球+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8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芳妍馨五肽六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83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茵姿莱INZILEL持妆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85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莱维曼尔御时塑颜套盒-御时奢护按摩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88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柏丽诗舒缓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1 广州灵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莱美逆龄美肌焕颜套-焕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椿肌水光补水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5 广州椿肌美容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白松露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白松露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白松露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4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子密码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03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甜橙维C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1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芳妍馨青春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34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蓓澜雅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38 广州国医医美科技有限公司

带茜多肽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47
微美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安涵 体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52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ruddy金致臻颜牡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6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台植婴儿紫草山茶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64
广州新起点母婴用品有限责
任公司

瑾兰苑黄金净颜青春套-黄金净颜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83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生美龄胡萝卜素悦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86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逆龄紧肤套-焕颜素+焕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逆龄紧肤套-焕颜素+焕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丽慕思青春逆龄紧肤套-焕颜素+焕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8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590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亮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亮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亮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1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ON CLARA墨旱莲毛发营养香波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25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ON CLARA墨旱莲毛发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28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bs丝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32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肽莱美逆龄美肌焕颜套-逆龄美肌焕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3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36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瑾兰苑黄金净颜青春套-龙胆亮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37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山茶花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3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甜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4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甜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4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甜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4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莱美逆龄美肌赋活套-逆龄美肌赋活
液+逆龄美肌赋活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5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p菲诺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62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69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小莫富勒烯奢宠护肤套盒-富勒烯奢
宠护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73 广州新聚心科技有限公司

COREE FILLE清透焕彩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86 广州天阖商贸有限公司
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井丽清透臻颜粉底液(01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93 广州美界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淞美蛋白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97
广州清淞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ENUS BELL海洋水能量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69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御时塑颜套盒-御时焕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05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小分子肽焕颜新生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小分子肽焕颜新生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小分子肽焕颜新生肌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07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1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润涵品黄金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22 广州润木贸易有限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养护套滋养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34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诗佳清雾云纱定妆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39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灡贵人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40 广州澜贵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KIR肌光焕肤双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56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姿蒎锁水紧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776
广东依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玫瑰焕采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玫瑰焕采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玫瑰焕采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芦荟柔肤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芦荟柔肤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芦荟柔肤舒
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神经酰胺青
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神经酰胺青
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神经酰胺青
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金缕梅舒缓
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金缕梅舒缓
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金缕梅舒缓
亲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0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美态 滋养修护套（滋养修护冻干
粉+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10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芊姿美态 轻奢娇媚套（轻奢娇媚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11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Rosetimes 玉容花养持妆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38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凡卡美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39 广州明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施水前寺蓝藻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40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凡卡美奇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44 广州明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莎可可富勒烯逆时光胶囊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55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玛百莉水漾清透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74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究社玲珑润美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894 广州淳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0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兰荟冰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19 广州爱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33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玉肌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34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色开心雨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76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YASHUNUO积雪草修护紧致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2984 广州护美贸易有限公司
美谧极积雪草青春水光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18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洛华侬蚕丝蛋白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39 广州尊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亲亲抚触润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42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HY妙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4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HY妙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4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HY妙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45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EAJORN小金条极细眉笔浅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66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EAJORN小金条极细眉笔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68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绿茶冰肌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7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芭莎可可雪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87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口红雨衣定彩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97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LA咪朵拉琉光镜面唇彩(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6309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花漾红茶薰衣草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花漾红茶薰衣草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花漾红茶薰衣草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淳淡雅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10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青春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依诗蒂靓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JOVISSE Fullerene Real Extract 
Fresh Moisturizing Brigh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Fullerene Real Extract 
Fresh Moisturizing Brigh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Fullerene Real Extract 
Fresh Moisturizing Brightening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4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御时塑颜套盒-御时透肌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150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觅玻尿酸肽原液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12
广州医叶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出耘记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莱美纤姿蛋白套-纤姿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莱美逆龄美肌紧致套-逆龄美肌紧致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5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力皱分子多肽抗皱液+分子多肽抗皱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26
序妍美医疗投资控股（广
州）有限公司

LAB LUCKY蓝甘菊舒缓修护冰冰凉凉小
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30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媛凡卡美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36 广州明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渲国际活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50 广州姿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升美舒润滋养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53 广州泓康商贸有限公司
EAJORN小金条极细眉笔深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61 广州市金赫贸易有限公司
NAILFAN谜甲红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76 广州市谜甲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LFAN谜甲封层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80 广州市谜甲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维曼尔御时塑颜套盒-御时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83 广州广丝微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LFAN谜甲黑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3285 广州市谜甲化妆品有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336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FSJE菲诗婕虾青素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36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ICHUN莱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366
广州市莱珀妮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NAILFAN谜甲白色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3372 广州市谜甲化妆品有限公司
粒子传奇瓷肌亮透动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37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AT MISS玻色因嫩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2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GREAT MISS玻尿酸水润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GREAT MISS依克多因舒缓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GREAT MISS富勒烯熬夜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5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控油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6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水润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8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润肤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29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焕亮修护冻干小奶片精华
液套装-焕亮修护冻干小奶片+焕亮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30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玻色因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31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依克多因舒缓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32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伊丽雪颜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37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水漾焕颜瓷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水漾焕颜瓷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ECLARI莱珂拉里水漾焕颜瓷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奥秘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7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7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富勒烯胎盘素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479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赋活草焕活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16 广州熵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贝诗佳灵芝菌菇修护焕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30 广州安贝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佩尔冰肌防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83 广州三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植萃焕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植萃焕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菓素妆颜植萃焕活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58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碧生祛黑头三部曲套装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01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碧生祛黑头三部曲套装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03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寧小金盒多效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07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曼寧小金盒奢宠亮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09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温和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30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可爱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33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可爱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41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惜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697 广州瑾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笛玉婷修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06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活力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活力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活力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ncui玟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ncui玟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encui玟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22 广州雅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爵漾头部按摩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3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魅惑耀眼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魅惑耀眼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之恋魅惑耀眼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0 广州巨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陆珍宝活肤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LALKERS运动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49 广州欧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元草本精萃修护套-草本植萃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52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ILFAN谜甲护甲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62 广州市谜甲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元臻养舒享养护套-润养莹润精萃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77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洛莎羊胎素嫩肤奶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79
广州市二厘子化妆品有限公
司

暨科优肌安肤修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修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修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修护冻干粉+安肤修护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5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5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酒店专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5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草本植物美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颐元草本精萃修护套-舒养草本修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88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UIBING POLYPEPTIDE REJUVENATING 粤G妆网备字2021063798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1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晶透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4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7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漾眼周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8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40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爵漾草本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41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营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81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洋穎堂清新香氛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82 广州蕙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洋穎堂柔情浪漫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83 广州蕙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蓄魅膜蛋白修颜套-膜蛋白修颜冻干粉+
膜蛋白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887
广州搏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03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03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比格妃酵母氨基酸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17
广州宫丽绣美容培训服务有
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19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19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19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0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0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0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RN赋活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2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3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3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3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寧小金盒水嫩深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24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5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芝传草本灵芝净肤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6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牛初乳肽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牛初乳肽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牛初乳肽养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7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源姿颜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3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5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郁旺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AURARGAMO奥拉格慕多重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3999
日硕国际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猫眼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01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橘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03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04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08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郁旺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诗华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2
广州市华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ick罐装甲油胶闪粉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3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16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裸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20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ck罐装甲油胶粉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38 广州亚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51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南妮丝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53 广州南妮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妍希臻爱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85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舒颜盈润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94
广州悦美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姿源姿颜修保湿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098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灵极焕颜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灵极焕颜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10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颜奢汇美肤精粹保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2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依诗蒂盈润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2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rs Queen水光玻尿酸滋养润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37
广州科盛远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清颜玉肌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38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范研蒂美透肌嫩肤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39 广州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ongdai東黛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1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琥珀水感净澈洁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琥珀水感净澈洁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琥珀水感净澈洁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舒佗玻色因舒纹修护美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4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萱玻尿酸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48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露水润丝滑美颜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64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活性炭清洁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67 广州大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贻贝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69 广州大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科优肌焕肤冻干粉+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焕肤冻干粉+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焕肤冻干粉+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焕肤冻干粉+焕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LAMENCO哑光粉雾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75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盈润修护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82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迷幻之城盈润修护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82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Rosetimes 轻薄水润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83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青春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8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伊姿源姿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90 玺至（广州）科技有限公司
Dr.Vinki维京博士肌透焕亮液+肌透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93 广州维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196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雪绒花舒缓凝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03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冰宠惹肌植本精华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06 广州上野美妆用品有限公司

苏周堂黑灵芝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35
广州苏周堂美发用品有限公
司

研诗赋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40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涅肤金缕梅收缩毛孔VC二裂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42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卡儿舒琳悦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93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丽塑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塑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塑清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2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舒颜盈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22
广州悦美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派士香水控油净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0 广州微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子眉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1
广州市天黛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丝戴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戴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戴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戴妮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YIMEIQIJI滋养舒缓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7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玉肌肌底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38 广州蜜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修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依诗蒂清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5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依诗蒂植萃舒缓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5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依诗蒂瓷肌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5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EMEIREN珂美人蓝铜肽冻干粉组合-蓝
铜肽冻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蓝铜肽冻干粉组合-蓝
铜肽冻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KEMEIREN珂美人蓝铜肽冻干粉组合-蓝
铜肽冻干粉+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金盏细致凝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74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nuos不死鸟血竭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7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漾青萃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8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漾青萃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8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漾青萃净颜皮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8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颐堂香恋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4386 广州紫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点欧芭水光液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20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s不死鸟血竭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2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眼线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大马士革白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芳熙妍保湿舒缓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6 广州瑶芳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3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颐元臻养舒享养护套-玉润舒缓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43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洋甘菊舒缓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45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美肌彩多肽蛋白组合活力冻干蛋白粉多
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46
广州美肌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51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马鞭草酮迷迭香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459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嘉兰菲丽普罗旺斯薰衣草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14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萱晴抚纹亮皙玉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20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Mrs Queen流金烟酰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23
广州科盛远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霜姿堂紧致修护水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4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水润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水润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步颜男士水润修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4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力魔坊水嫩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水嫩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水嫩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5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芊美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880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焕肤修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885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贵妇焕颜新肌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8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贵妇焕颜新肌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8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象涵品贵妇焕颜新肌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893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荼丰塑型师男人本色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03
广州丝荼丰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曼瑞娜莹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07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荼丰塑型师粉色型男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08
广州丝荼丰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丝荼丰蓝色清爽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09
广州丝荼丰美容美发用品有
限公司

曼瑞娜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11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得艾 植物精油修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17 广州拜恩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Ximi惜蜜冰感修护养颜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37
广州沅丽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佳丸男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58 广州佳丸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胡萝卜修护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6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晶璨皙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晶璨皙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汭熙晶璨皙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68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LINWEIER烈焰蓝金唇膏999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75 广州浩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歆瑶人生赋悦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赋悦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赋悦滋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8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惑青瓜水润鲜肌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498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EMIERE ALACE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EMIERE ALACE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REMIERE ALACE   Beard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0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芦荟滢润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苹果润肌透亮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番茄亮采泌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0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LEAVE-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LEAVE-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LEAVE-IN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2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芊美臻享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13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YANIN SILKY HAIR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21 广州市名寇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奇异果紧致养颜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2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迪利娜姿姆DILNAZIM姜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27 广州迪利娜商贸有限公司
迪熙黑灵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3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熙黑灵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3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熙黑灵芝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03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水蜜桃焕采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6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蓝莓保湿美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6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石榴柔嫩净透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6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嫊B5鲜活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69 广州啵柚科技有限公司
柯夜莺海藻颗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77 广州时代韶光商贸有限公司
吉菲蛋白修护水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81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植芊美臻润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84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泫美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85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泫美姿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86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泫美姿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87
广州市泫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耳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耳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耳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19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妍芳荟妙肤乐菁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01 广州灏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迷你她米浆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09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Suitiara复古小细管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58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IGLORIA丝绒奶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丝绒奶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ALIGLORIA丝绒奶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61
广州市雅资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黎芙莎 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6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浠梵琳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64
广州浠梵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 O'RLG寡肽冻干粉澎弹水润修护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狄乐巴玻尿酸酵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89 广州迪娜热化妆品有限公司
DREWGOU朱蔻沁透遮瑕粉底霜象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294 广州妆后贸易有限公司

森玑舍奢颜凝萃微粒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01
橙品(广州)设计研发有限公
司

韩惑蜂蜜盈润滋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05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际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23
梵际品牌策划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MERON CLARA墨旱莲毛发营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33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肌玉肤植物酵母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38 广州俪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5#
元气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43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优美通润赋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优美通润赋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优美通润赋畅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小细芯口红笔 04#
茶艺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50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玉婷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68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FE水琉璃时光肌底液（修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5381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乾谷私沐草本精油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04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笛玉婷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10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邦草植物精粹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14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歆瑶人生妙姿魅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高教授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润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润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莉花开 润透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8
广州市淳度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泊秀绿茶清爽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29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赋活草植物头皮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36 广州熵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百年邦草植物精粹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63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邦草草本滋润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75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邦草草本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77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YMJ净亚美肌清颜水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8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JYMJ净亚美肌清颜水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8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JYMJ净亚美肌清颜水滢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483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荣钰闺密倾城倾心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02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贝欢宁植物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18
大医精诚（广州）医药科技
有限公司

研思百梦植萃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23
广州博御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研思百梦植萃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37
广州博御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LEE富勒烯青春定格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0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ELEE玫瑰果油润纹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1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优葡多肽小分子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博尔水光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水光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水光美肌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5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奥秘金盏花蜂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6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金盏花蜂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6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奥秘金盏花蜂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61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神经酰胺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6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Drve虫草鎏金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8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水玉光琉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87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年邦草盈润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92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莱丽滋养修护水嫩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5596 广州飞赢贸易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柠檬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柠檬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柠檬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0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薰衣
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薰衣
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薰衣
草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3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眼部冻干粉+多维眼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42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澜赋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43
广州天然美肌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6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MOU凝水微晶舒纹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02
广州市美丽在线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亮泽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1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亮泽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1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JOHN.KOU尊蔻肽滑了亮泽水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1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田干燥肌双色分区冻干保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25 广州品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26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27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舒纹冻干粉+多维舒
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31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34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颈部冻干粉+多维颈
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36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40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妤清透多效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44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秋蔻积雪草晒后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9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蔻积雪草晒后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9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蔻积雪草晒后修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793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伊曼尼靓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06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妍飞燕植物滋养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08
广州俏卓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梦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升级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34 广州倾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尚芊丝何首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35
广州瑷尚芊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OEBOLL欧博尔亲水润肤基质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亲水润肤基质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亲水润肤基质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精华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精华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精华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41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SWERBEAUTY多维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61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UJING蔻静行云流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64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OECE胶原蛋白微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65
广州市圣司汉庭商贸有限公
司

芳妍馨靓颜美肤冻干粉+美肤美肽冻干
粉+靓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68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茶树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茶树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茶树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 玫瑰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薄荷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尤加利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尤加利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尤加利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甜橙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甜橙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甜橙精油+AOYANLALI玫瑰复方
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薰衣草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薰衣草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薰衣草精油+AOYANLALI玫瑰复
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香茅精油+AOYANLALI玫瑰
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香茅精油+AOYANLALI玫瑰
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柠檬香茅精油+AOYANLALI玫瑰
复方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伊曼尼靓肤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00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莱伊曼尼卸妆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03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莱伊曼尼靓肤焕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05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MIUSITE植萃洁面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4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澜塑美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美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美姿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美姿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美姿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美姿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精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精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澜塑精致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芊美臻享靓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28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腰部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凯莎缇雅腿足御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贝露可小细跟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68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露可小细跟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68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露可小细跟丝绒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68 广州美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7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凡碧诗顺滑透亮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8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人美九肽美颜平衡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91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人美九肽美颜平衡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5993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韩素胎盘素抗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01
广州御素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兰妃多肽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盒-多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虾青素紧致抗皱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08 广州欧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莉妍肌源预调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13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本草春天龙血竭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26 广州树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植莉妍预调肌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28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莉妍肌源调理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36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莉妍肌源预调水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38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帝皇蜂姿黄金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莉妍肌源预调水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44
植莉妍医药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5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5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颜华善美弹润鲜颜肌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52
广州谊妍和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娇洛诗莹肌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55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新活修颜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83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肤芝秀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088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笛玉婷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27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易回香植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回香植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回香植萃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3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葡骨胶原修护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3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喆正生物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4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喆正生物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4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喆正生物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4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熏贵馥金水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5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兰熏贵馥金水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5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兰熏贵馥金水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5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XK奢华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58
广州尚古名泽文化传播有限
公司

典雅女神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纤连蛋
白修护溶媒+纤连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64 广州嘉启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1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瓷肌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208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思百梦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211
广州博御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VANKOM多肽抗皱紧致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258 广州魅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肤芝秀雪姬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06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魅影密语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08 广州初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11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奢华清透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2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榕泉寡肽活肤精华粉 寡肽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28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EENYAM领妍神经酰胺玻尿酸次抛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42 广州浦资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禾泊秀绿茶水凝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62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亮丽莱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63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勤妆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74
广州美肌物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笛玉婷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76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OUJING 蔻静星系流云眼线胶笔 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492 广州市卓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0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西菲贝尔焕能秀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61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修护组合-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6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肤芝秀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79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9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9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590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美康胸部润舒臻养套润舒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02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水精灵肌底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0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1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1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美莱兒 草本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1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柔雾透滑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15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诗露黄金焕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28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季美修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33 广州依媄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纳格姿叶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格姿叶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纳格姿叶何首乌草本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4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姿美临男士法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59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姿美临香氛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1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1#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氨基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6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酵素多肽水凝轻透修护隔
离霜（02#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6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 FEEL双眼皮定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70
上海军柏贸易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芯诗露奢华清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7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颐元草本精萃修护套-润养草本修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698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黄金流沙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0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稀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稀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御美翠稀润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02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黄金焕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13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娜姿玻尿酸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玻尿酸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玻尿酸水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1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自善芊芊能量草本套-芊芊能量草本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6
赢途医药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综合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7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爆水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爆水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爆水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38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谜冰肌水润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44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自然谜色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45
广东美啦美化妆品股份有限
公司

骨淼乐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5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骨淼乐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5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骨淼乐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5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本草春天舒利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69 广州树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茴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茴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茴香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3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黑松露黄金奢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黑松露黄金奢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黑松露黄金奢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胸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玉婷修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76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当归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当归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当归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2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舒养护理套（臀部套）-草本
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5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粉底液（2）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8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OEBOLL欧博尔肌层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肌层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肌层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2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科小米纯透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4
广州科肤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芷轩堂自然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5 广州乐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依兰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799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柔和
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柔和
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雅之韵滋护调理套（腰部套）-柔和
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1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典覆盆子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3
广州市瑞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活立海马香水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6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盛宝诺百变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7 广州盛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OEBOLL欧博尔基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基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基底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角质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角质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EBOLL欧博尔角质水合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09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哈斯逆颜修护冻干粉+逆颜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10
广东芒果旭颂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F轻奢塑颜定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11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紫草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19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丝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26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活立西柚清新香甜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35
广州市涤乐洗涤用品有限公
司

肽莱美逆龄美肌紧致套-紧致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41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素韩焕彩光感补水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57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爵恋玻尿酸水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6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盛宝诺酷发百变塑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70 广州盛宝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菲泉空气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75 广州蓝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芝秀洋甘菊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886
广州肤芝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之艾玉肌草本平衡套-玉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2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玉韵草本臻护套-玉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3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玉韵草本臻护套-玉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4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6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玉茹草本养护套-玉茹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7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玉肌草本平衡套-玉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09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腰背草本养护套-腰背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10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腰背草本养护套-腰背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11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肌向肌元多效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18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仁之艾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28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雅柏丽诗灵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29 广州灵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之艾舒爽草本养护套-舒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31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38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Rogeeshi罗杰士轻盈柔亮泡沫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49
星至江南健康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GRODOM燕窝珍珠奢养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63 广州市馨雅化工有限公司

仁之艾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67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69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腹部草本畅润套-腹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1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腹部草本畅润套-腹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4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笛玉婷修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5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凡碧诗顺滑奢养修护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6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之艾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7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畅悠草本养护套-畅悠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79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STEP BY STEP胶原蛋白线球+多肽紧致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81 广州雅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仁之艾龙骨草本养护套-龙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98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龙骨草本养护套-龙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6999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01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02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仁之艾畅活草本养护套-畅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04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信漾健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12 广州信漾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SAZA氨基酸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13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ARESSES玫瑰花瓣精粹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ESSES玫瑰花瓣精粹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ESSES玫瑰花瓣精粹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28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浅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浅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浅褐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2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UIR葵儿速妆印章眉粉（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3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AOQIN娇沁双提拉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47 广州娇沁贸易有限公司

姿美临柔顺留香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59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虫草黑金奢养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7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宝隆甘菊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71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新活修颜调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80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新活修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81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莱曼幽香草本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082
广州萧菲纪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控油去屑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6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控油去屑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6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荣欣瑜艾草控油去屑奢柔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6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妍海葡萄冰肌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07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白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1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白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1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ERLENA 圣尼娜焕活白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11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余几基础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嫣然娇美佳人璀璨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2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素韩深海泥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33 广州萃季贸易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美肌定颜提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34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yi馫逸型男晶刚炫酷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49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karbt妮卡兔宝宝的可爱舒润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77 广州蓉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誉香芬滋养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83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时语套组时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89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92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依诗蒂清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ZEESEAリキッドアイシャドウ０５ 粤G妆网备字202106719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颜閲色植萃养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09 广州春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净颜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1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发誉香芬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12 广州市发誉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焕颜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14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面部水感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16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胶原肽肌底修护冻干球+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3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焕彩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33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舒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40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舒缓眼部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55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绘雅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56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时光凝萃眼部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57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颜木坊水润滋养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58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斯兰黛眼周亮彩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61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舒润湿敷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63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秘语花语套组花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65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娇语套组娇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0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师雨沁润滋养保湿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5 广州师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沁语套组沁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6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保小姐多效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8
初见保保（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容丝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丝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丝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容丝宇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碧琪焕颜滋养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8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时语套组时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88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胶原蛋白抗皱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295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润语套组润语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0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朵尔舒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09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沁语套组沁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11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琳兰姿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
护溶酶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琳兰姿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
护溶酶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琳兰姿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
护溶酶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2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2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钰榕泉御龄保湿滋养霜 御龄修护凝胶 
御龄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35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雪颜木坊美肌定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38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虫草多效隔离乳（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4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奢华清透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4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芈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47
广州蝶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60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IAOQIN娇沁单提拉挂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362 广州娇沁贸易有限公司
IESASO樱桑秀兰花精粹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03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IESASO樱桑秀兰花精粹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03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IESASO樱桑秀兰花精粹青春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03 广州蓓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水嫩舒护温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28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芊红颜素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30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芊红颜素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33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芊红颜素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37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BO积雪草养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4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洛诗润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41 广州嘉粤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芊红颜素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42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师雨清舒透润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45 广州师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水精灵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4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惠媄植萃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54 广州安祺尔日用品有限公司

茵姿莱INZILEL花漾轻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63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p赛巴斯刚劲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74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水精灵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8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活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85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柔光凝妆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486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角鲨烷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05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18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润肌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2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润肌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2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十聚围美润肌补水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2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3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3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3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师雨新活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63 广州师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施水前寺蓝藻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64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ORHACOME奥华蔻鱼子蛋白紧颜弹润滋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RHACOME奥华蔻鱼子蛋白紧颜弹润滋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RHACOME奥华蔻鱼子蛋白紧颜弹润滋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7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清丝雅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82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惑洋甘菊舒润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8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冰泉补水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59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怡凯奢宠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05
尚尊道义德（广州）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菲体素莱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5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菲体素莱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5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菲体素莱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55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XICUANME舒缓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58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康秘语时语套组时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62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歌典乳木果营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68
广州市瑞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公仆千锤百炼柔润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2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苗康秘语润语套组润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花语套组花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4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娇语套组娇语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5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雒家傳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玻尿酸补水润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7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媚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媚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媚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青春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6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2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2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25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传采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28 广州佳发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TIME&RHEA缇瑞雅密蒙花水润冰肌防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36 广州大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保湿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39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仆千锤百炼细滑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43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雒家傳新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5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5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5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醒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润语套组润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68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仆千锤百炼细滑润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88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公仆千锤百炼细滑润养精华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93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芬达7天爱上我柔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794
广州市欧芬达日用品科技有
限公司

Emayston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
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06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mixplus玫瑰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20 广州市丹秀贸易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水润桃花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23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红颜肌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2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红颜肌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2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翘封面红颜肌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28 广州市铖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花语套组花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49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娇语套组娇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52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康秘语沁语套组沁语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53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植萃舒缓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64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7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7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悦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7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OCΛSEY奥凯希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80
广州市瑞施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防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8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伊琳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7884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芝秀容芦荟净肤胶囊精华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8045 广州诗雪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美谧极积雪草青春弹润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058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纤渼源香氛美肌流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061
广州纤渼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ATISHI巴缇仕护理发丝蛋白高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083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深层净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08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兰亭姿蛇毒肽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20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ATISHI巴缇仕头发植萃护理发膜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23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顺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24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姿泉弹润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36
盛茵（广州）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JOEGOK乔丝蔻金盏花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金盏花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金盏花舒缓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4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姿泉弹润塑颜精华液+弹润蛋白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54
盛茵（广州）生物医药有限
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诗蔓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康妮菲人参逆龄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4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科优肌暨颜美肌冻干粉+暨颜美肌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暨颜美肌冻干粉+暨颜美肌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暨颜美肌冻干粉+暨颜美肌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科优肌暨颜美肌冻干粉+暨颜美肌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7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mayston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80 广州花池里贸易有限公司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87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瑾飒美肌紧致纱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飒美肌紧致纱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瑾飒美肌紧致纱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0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JOWHOO姣后水解蛋白珍珠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681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DONGSHU东束白松露丰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27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果达美 植萃祛痘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果达美 植萃祛痘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果达美 植萃祛痘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灵动平衡素+灵动平衡液+灵动
平衡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0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灵动童颜素+灵动童颜液+灵动
童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1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灵动娇妍素+灵动娇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2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水漾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3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平衡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6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月之康源调理套-康源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7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修护冻干粉+修护冻干粉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68283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mixplus缬草醒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11 广州市丹秀贸易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光感修护肌底冻干粉+光
感修护肌底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1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柏诗按摩足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20 广州梦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百合补水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百合补水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百合补水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4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天竺葵亮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天竺葵亮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天竺葵亮颜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5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积雪草嫩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积雪草嫩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ZK YZK SKIN PROTECTION积雪草嫩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336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姿美态 肽能弹润套（肽能弹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404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461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康颜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68497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焕颜莹润组合套-莹润晶透面
膜粉+莹润晶透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1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艾尔贝侍玻尿酸修护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14
广州英帕仕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GREAT MISS烟酰胺光感美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2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烟酰胺素颜光感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2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光感素颜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25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海葡萄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海葡萄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海葡萄凝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80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85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莱魅奢爱私语养护套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87 广州天昊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89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护理畅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护理畅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护理畅通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594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若美果酸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1 广州甲之韵贸易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焕新舒缓修护套-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1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SFH二裂酵母精华提拉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22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亭姿蛇毒肽焕彩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32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艺美颜植光感水盈气垫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35 广州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ACYE指甲胶-梅茜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40 广州市曼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姿美态 （时光修护冻干粉+时光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50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艾尔贝侍氨基酸控油清爽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69
广州英帕仕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凯瑞国际植萃盈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678
广州凯瑞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圣梵姿清舒净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清舒净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清舒净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畅通无忧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畅通无忧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畅通无忧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梵姿舒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4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5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卵松露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卵松露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鱼卵松露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菲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79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吉菲轻柔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80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吉菲清透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81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兰亭姿修护滋润焕彩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8890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HUANGBO浪漫飞天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03
俏妮迪（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SUOFULAN索肤兰臻颜净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14
索肤兰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妙龄传奇瓷肌焕颜紧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23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焕颜精华液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30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SL雾感丝柔定妆四色蜜粉（提亮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8983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姈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08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唤醒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唤醒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唤醒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诗萃德国洋甘菊护指美甲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42
广州市澳键丰泽生物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缤美 丝绒甜心晶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56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鲜肌早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62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青春赋能素III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63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水解红藻黑金美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64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颐元臻养舒享养护套-奢润养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70
广州姿曼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秀泉臻颜凝时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90 广州净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09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魔妃塑雕平衡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10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敏誉造型水晶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21
广州潮流秘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妃塑雕灵动瓷肌素+灵动瓷肌液+灵动
瓷肌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28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素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2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微萨丽氨基酸泡泡慕斯沐浴露（咖啡
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31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净秀泉臻颜凝时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37 广州净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璞积雪草祛痘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42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青春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0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芸清堂水解红藻黑金美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格尼芬丝绒哑光持妆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2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沐色蛋白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沐色蛋白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沐色蛋白丝滑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55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臻姿柔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63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香氛沐浴露（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67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宸诺活性炭净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68
广州亲适医疗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焕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80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秀泉臻颜凝时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83 广州净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茜茜红慕斯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85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素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18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优葡 咖啡杏桃去角质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07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姿美态 青春修护套（青春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22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芊姿美态 轻奢美颜套(轻奢美颜冻干粉
+轻奢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26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F焕亮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43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鲜颜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5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水感柔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76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亮泽紧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81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深层净透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86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柔嫩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288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沐露 氨基酸滋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02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积雪草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05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哲本修护晚安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20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朵颜朵丽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可丽柔皙沁润精华霜4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34
广州谷酵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净秀泉臻颜凝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51 广州净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妆阁草本舒缓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6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苗韵银妆水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苗韵银妆水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苗韵银妆水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4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紧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紧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紧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神经酰胺修护原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94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uis·Cardy百变女神香水套盒 梦幻
甜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96
广州市路易卡迪时尚百货有
限公司

Louis·Cardy百变女神香水套盒 花样
女神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97
广州市路易卡迪时尚百货有
限公司

Louis·Cardy百变女神香水套盒 粉色
邂逅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398
广州市路易卡迪时尚百货有
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0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0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0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多小鹿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05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素肌底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12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颜奢汇清素肌底洁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1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动力赋能素+动力赋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18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藏妍草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2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润鑫诗腰背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腰背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腰背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肩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肩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肩颈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ERON CLARA墨旱莲毛发营养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58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姿源龙胆修护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65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姿源水润滋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0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丰盈冻干粉+多维丰
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4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妙龄定格套-妙龄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4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章宝隆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17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四季康妍塑妍美肌皙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21 广州康名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哲本纤连蛋白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26 广州羽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养
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玉婷润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35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腰部草本养护套-腰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腹部草本温润套-腹部草本温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臻养平衡调理套臻养调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7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贵色天后臻颜修护舒缓套-臻颜修护膜
粉+臻颜调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7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精
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精
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精
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歌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2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菲诗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598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水嫩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00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N焕活肌妍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01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依诗蒂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03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魔妃塑雕青春赋能素I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04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青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1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小牧爱柔和净肤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12
广州市欧妃珝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祛角质啫喱（滋养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16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藏妍草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1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ON CLARA墨旱莲头皮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20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畅爽活力养护套-畅爽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31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NSWERBEAUTY多维蔚蓝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38 广州仁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菲诗舒缓修护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69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魅臀护理颐养套魅臀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8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致菲诗舒缓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83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亮彩丝柔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86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美康魅臀护理颐养套魅臀护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8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魅臀护理颐养套魅臀温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9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魅臀护理颐养套茶树单方精油+
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69697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龄传奇瓷肌滢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17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莎可可红球藻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18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温舒养护套薰衣草单方油+葡萄
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2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臻养平衡调理套臻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23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臻养平衡调理套茶树单方精油+
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25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诗蒂无暇2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3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百草拾光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64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芭莎可可龙血十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74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臀部养护草本套-臀部草本精粹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7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微娅丝柔精油水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0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妍草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草本精粹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中别韵羊胎素肌底焕颜冻干粉-羊胎
素冻干粉+羊胎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7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鲜肌水母精粹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鲜肌水母精粹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鲜肌水母精粹时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89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妍草畅爽养护草本套-畅爽草本精粹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91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腹部温护草本套-腹部草本精粹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9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葡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09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草本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0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臀部养护草本套-臀部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03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肩颈养护草本套-肩颈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09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腹部温护草本套-腹部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12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畅爽养护草本套-畅爽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1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颜肌贻贝粘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33
广州依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菲诗舒缓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74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芊美清爽洁面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76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益筋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77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78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79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古益筋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80
广州健森营养健康咨询有限
公司

赛美康舒养调理套杜松单方精油+葡萄
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183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致菲诗舒缓修护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01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娑洛水凝晶透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09 广州嘎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禾谷集透肌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10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醒肤焕颜组合胶原嫩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46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惑橄榄细腻淡肌锁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5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息部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6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唇红樱桃温变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81 广州好恋贸易有限公司

息部小清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小清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小清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28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道合生美红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4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息部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滋养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滋养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滋养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1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热能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热能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息部热能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2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芭莎可可红球藻逆龄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31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芭莎可可红球藻冻龄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36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婴缘坊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俏佳人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滋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滋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滋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VISSE蛇毒肽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6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蛇毒肽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6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蛇毒肽按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64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DUHEDUI芙蕾小姐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85
广州锦色美化妆品技术有限
公司

黎芙莎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9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96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96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CHARLESBARNES二合一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396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0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0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纯肌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09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瓷妍蜜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妍蜜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妍蜜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1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敏娜 蓝艾菊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29
漫寻文化传媒（广州）有限
公司

诺植萃雪绒花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56 广州艾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小蜜蜂酷黑顺滑易画眼线
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小蜜蜂酷黑顺滑易画眼线
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小蜜蜂酷黑顺滑易画眼线
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62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笛玉婷修护精华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75
广州艾依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如沙清肤人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49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EMPOWERMENT FOR BEAUTY多肽童颜时光
套-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1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微娅香柔香氛喷雾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25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香柔香氛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27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人美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4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蒂缇丽菲透亮弹润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5 广州朵优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万人美六胜肽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6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益草纤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双宝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3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巴讯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40 广州新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珀雅舒缓修护多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卡珀雅舒缓修护多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卡珀雅舒缓修护多效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4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茶树平衡组合-茶树平衡爽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4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茉肌因修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56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肩颈草本养护组合-肩颈草本舒
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5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肩颈草本养护组合-肩颈草本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8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焕能草本养护组合-全身焕
能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8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焕能草本养护组合-全身焕
能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8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舒畅草本养护组合-全身舒
畅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8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肩颈草本养护组合-肩颈草本舒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8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艾美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92 广州龙兴兆业贸易有限公司
寻品汇胸部草本养护组合-胸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9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胸部草本养护组合-胸部草本舒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59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焕能草本养护组合-全身焕
能草本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0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舒畅草本养护组合-全身舒
畅草本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0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全身舒畅草本养护组合-全身舒
畅草本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0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臀部草本养护组合-臀部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1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茉活性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14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臀部草本养护组合-臀部草本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1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臀部草本养护组合-臀部草本舒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1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胸部草本养护组合-胸部草本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1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茶树平衡组合-茶树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2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V·MISS薇蜜诗净透氨基酸洁面泡泡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MISS薇蜜诗净透氨基酸洁面泡泡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MISS薇蜜诗净透氨基酸洁面泡泡慕
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26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水杨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38
广州未来魔法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组-寡肽修
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45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微萨丽氨基酸泡泡慕斯沐浴露（玫瑰
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53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颜姬蔻YaaJiCoo肌肽弹润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6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米诗黛儿多效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65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空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83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黛防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85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甜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70686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赫兰妃草本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08 广州花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茶树平衡组合-茶树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3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VHA璀璨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璀璨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璀璨星空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3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胶原蛋白减龄组合-胶原蛋白减
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3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胶原蛋白减龄组合-胶原蛋白减
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4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胶原蛋白减龄组合-胶原蛋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4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洋甘菊舒缓组合-洋甘菊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5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洋甘菊舒缓组合-洋甘菊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5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洋甘菊舒缓组合-洋甘菊舒缓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57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清肤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61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酵母水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7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万人美牡丹靓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82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柏斯兰黛活肤靓颜弹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0896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茉肌因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04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蕾希水光轻肌隐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13 广州蕾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婷美阁修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3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凯曼玫瑰滋养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32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植萃水肌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38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凯曼芦荟补水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0986 广州丽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思夏牡丹赋活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0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思夏牡丹赋活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0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思夏牡丹赋活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0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思夏牡丹赋活焕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0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IBONCY鲟鱼子富勒烯修护冻干粉+鲟鱼
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IBONCY鲟鱼子富勒烯修护冻干粉+鲟鱼
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IBONCY鲟鱼子富勒烯修护冻干粉+鲟鱼
子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2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舒缓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1073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3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舒缓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舒缓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舒缓按摩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双管养肤隔离霜（0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18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1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3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26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植萃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5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滋香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香水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6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盈润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盈润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盈润滋养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3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背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背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背部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背部草本修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泊秀绿茶清爽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7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ULALIZ轻彩粉底液（1）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4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婷美阁润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64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鑫诗玉韵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玉韵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玉韵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1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庵小分子多肽修护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27 广州韩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韵源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液
I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液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液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液I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灰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82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粉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87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蓝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91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裸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95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赋颜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97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橘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298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依诗蒂瓷肌修护组合-瓷肌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0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绿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08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these陶丝鱼子酱深层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32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闪粉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33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黄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37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猫眼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59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 Nail美甲先生小方瓶甲油胶红色系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61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光冉冉玫瑰纯露补水舒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62
广州白若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MPOWERMENT FOR BEAUTY多肽童颜护理
套-溶酶液+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83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87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艳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4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慕菲思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5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FRAOHAN奥涵瓷肌养肤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6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 花隐星穹口红#XSW-04玫瑰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 花隐星穹口红#XSW-04玫瑰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夏诗文 花隐星穹口红#XSW-04玫瑰摩卡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慕菲思黑头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399
广州尚慕菲思美容仪器有限
公司

真熙美颜乳（桔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00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09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名城女孩如初少女颜多肽组合(紧致
型)-多肽紧致粉+多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11 广州春夏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12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土黄）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16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18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烟熏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24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铸汉国际肌底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2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28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竺密录草本温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30 广州达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碧琪净透亮肌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3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晶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47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婷美阁滋养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5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5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64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O·HUSHI水氧嫩肤套-肽能活力保湿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65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肌底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6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臀部滋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71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NUS BELL活泉水之源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48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麦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04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上城女孩随便画眉笔  04#自然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17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城女孩随便画眉笔  05#浅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18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城女孩随便画眉笔  06#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19
广州思一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绮美 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2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 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2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 净化臻美草本套-净化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21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植萃优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22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瑞思泞RUSETIN蜂蜜洁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4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大冰泉芦荟补水保湿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5
广州雅妮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秀蒂纤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蒂纤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蒂纤姿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柳眉芙蓉茶蕊嫩滑去角质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39
广州市颜倾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丝麦肌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50 广州唯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臻颜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52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诗华玫瑰琉璃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玫瑰琉璃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玫瑰琉璃冰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5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一艾家艾草植萃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一艾家艾草植萃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一艾家艾草植萃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雅婷美阁润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6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黑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73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真熙美颜乳（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79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情鸟瑶池唤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81 广州淘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熙美颜乳（棕咖）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84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仁之艾畅活草本养护套-畅活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87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真熙美颜乳（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88
广州圣柏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9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9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水润亮泽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93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之艾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94
广州旺晟美丽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媚奢红球藻蛋白逆龄套-媚奢修护冻干
粉+媚奢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598
广州利他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躺美酵母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0 广州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芙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芙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芙美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AZA裸感遮瑕粉底液自然色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2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SAZA裸感遮瑕粉底液象牙白02#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03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清滋清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3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清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3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清爽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30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新肌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6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平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平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平肤收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7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79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清滋丝滑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丝滑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丝滑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2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蜗牛精华嫩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蜗牛精华嫩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蜗牛精华嫩肤去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685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萱玻尿酸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02
广州米兰翘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TRE栢草源寡肽修护冻干球+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1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依诗蒂瓷肌修护组合-瓷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2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芯诗露双效焕颜赋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3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rb LiI倍舒康小黄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42 广州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ogi care permanent hair col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54 广州优集日化有限公司

香香兰妮滋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796
广东名品荟供应链股份有限
公司

铸汉国际臀部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06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铸汉国际臀部滋润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07 广州铸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轻松水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11 广州一诺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妍菲沁润保湿海葡萄养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25
广州光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34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RN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72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诗诺花舍去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74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丰盈韧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78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珞薇沁润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92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柯珞薇沁润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92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柯珞薇沁润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1892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rs Queen水光玻尿酸滋养润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09
广州科盛远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草本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草本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草本养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4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雒家傳能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能量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禾美妙龄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8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禾美妙龄多肽童颜冻干粉+妙龄多肽
童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1989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秘青春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50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青春青春修护冻干粉+青春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56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郁旺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旺达养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6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珊朵啦侧柏叶健发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66
广州市蒂芙伦化妆品有限公
司

BATISHI巴缇仕高光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71 广州发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 绿茶清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09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小莫富勒烯奢宠护肤套盒-富勒烯奢
宠护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00 广州新聚心科技有限公司

驼大大驼油防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05
灵峰药业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ZIBORTARN芝泊堂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12
广州市白云区龙显精细化工
厂

百豆清小分子皮膜修护冻干粉+小分子
皮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33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曼寜小金盒平衡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35 广州标雅日用品有限公司
本草春天舒利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48 广州树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素汀奢宠抗皱精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55
广州微勒格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惑芦荟保湿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59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琉森之雅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琉森之雅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琉森之雅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Arleg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25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leg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25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rlega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25 广州海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ALEBOY 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ALEBOY 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ALEBOY 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GALEBOY NECKFIRMING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4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eloben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eloben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eloben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eloben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5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Dark Spot Correc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Dark Spot Correc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Dark Spot Correc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Dark Spot Correc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Neck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Neck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Neck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i Doux Neck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5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ve me car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6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ve me car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6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ve me car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6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Lve me care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60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植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植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百年张氏何首乌植萃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79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小莫富勒烯奢宠护肤套盒-富勒烯奢
宠护肤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88 广州新聚心科技有限公司

诺方洲止痒祛痱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2289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优缇萱靓肤焕颜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04 广州函秋企业管理有限公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FLUID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2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nyi馫逸玫瑰香水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47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豆清小分子皮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61 广州柱力娜商贸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养护油（1系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68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养护油（2系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69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养护油（3系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70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养护油（5系列）-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71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ESSKIR驻颜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78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ESSKIR肌光焕亮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79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美挚颜银耳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382
广东美挚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森娅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小分子净透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1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精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精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精致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焕颜精华液1号+焕颜精华液2
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6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原玻尿酸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29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MISSY VETTY靓颜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Y VETTY靓颜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SY VETTY靓颜美肌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白管空气倍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白管空气倍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白管空气倍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原富勒烯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54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BOTRE栢草源冰润多效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62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诗原寡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6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希诗原胶原蛋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69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雪滢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70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芊美CC轻盈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76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CUANME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78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芊美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79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之桃之菊白兰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之桃之菊白兰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之桃之菊白兰花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2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研蒂美神经酰胺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26 广州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亭姿蛇毒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31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艾羽薇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3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3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羽薇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36
广州时尚星约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丽黛颜焕彩保湿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3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森高光奢颜养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58
新森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乐添美丝滑柔嫩保湿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66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奢华清透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7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咩咩的家MIEMIE SHOP净颜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80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TITIAN烟酰胺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85 广州梵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复活草高保湿特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9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颂玫瑰香氛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59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灵动润养素+灵动润养液+灵动
润养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01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海萍纤美俏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0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青春青春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09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青春青春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10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美样清痘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615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小分子净透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796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颜木坊小分子净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797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修护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背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背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背部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1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元气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元气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元气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0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养元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养元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宇元气修护调理套-养元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1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善堂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善堂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妤善堂活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凝时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34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SUOFULAN索肤兰臻颜净肤润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70
索肤兰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LXR平滑紧致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72887 尚逅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轻陌焕妍沁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23 广州颜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匣子气韵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匣子气韵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匣子气韵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2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44 广州尤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集千姿清爽保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清爽保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千姿清爽保湿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添美透晳滋润保养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47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赋润御龄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54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HAND妙涵保龄球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75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HAND妙涵罐子功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83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HAND妙涵极光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87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MIAOHAND妙涵艺术家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2992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养护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养护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鈊悦阁草本精粹养护藏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0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上艾悦四季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10 广州慕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2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玉肌焕彩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2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玉肌焕彩嫩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2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谨水漾修护冻干粉+水漾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30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色开心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42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龄传奇瓷肌净透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65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PDHG 山羊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6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山羊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6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TOPDHG 山羊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66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淳香水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7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淳香水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73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溪氨基酸触感如丝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76 广州倾橙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秘谨水漾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83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立亭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88
柯秀（广州）健康科技有限
公司

万人美护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097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芈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02
广州蝶姿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谨水漾平衡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10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FFICK恣意出彩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2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智如颜时光修护冻干粉+时光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28
亿友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芊诗集萃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53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孔雀妈妈 水润清透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78 广州市谊食康贸易有限公司
纤渺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83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渺兮植萃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187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娇玺慕滋润清颜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滋润清颜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滋润清颜祛痘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3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xplus缬草晚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5 广州市丹秀贸易有限公司
娇玺慕雪肌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雪肌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雪肌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xplus缬草肩颈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07 广州市丹秀贸易有限公司
娇玺慕氨基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氨基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氨基酸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2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3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3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痘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3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谨水漾滋养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83
广州恒美至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冰姿纯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88 广州唯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芬美卡牧薰衣草净爽滋润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291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霓彩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07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CIDΛN慈丹莹润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10 广州姿御盈化妆品有限公司
BALYNA小雏菊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小雏菊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小雏菊镜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1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芬美卡牧樱花柔嫩滋养香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40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蓄魅膜蛋白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66
广州搏科生物科技有限责任
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6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6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6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气宝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369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人悦金钗石斛青春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03
广州中策工贸化妆品销售有
限责任公司

AINAZI艾娜姿钻闪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18 广州琪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御颜悦色溢彩口红#601胭脂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19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KS御颜悦色溢彩口红#600殷红玺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22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1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3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芊诗酵母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31
广州藏元堂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2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3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荷荷巴按摩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38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5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3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6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4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44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7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4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47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8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48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9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5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天竺葵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58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0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迷迭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1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1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清新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4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3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4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O.CE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68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凝时赋颜紧致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47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H倚后水母润透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水母润透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H倚后水母润透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0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2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1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3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1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岛妃亚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1 广州美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岛妃亚封层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3 广州美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岛妃亚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7 广州美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雪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29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希摩嗳思酷黑典雅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32
广州市赫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缪色柔雾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52 广东缪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蒎深润水颜保湿养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53
广东依度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莱美水蜜桃牛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63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鸥德洣菈玻尿酸温泉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65 广州市卡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VEAI草本精华套盒-草本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73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舒缓修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8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舒缓修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8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舒缓修护佰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584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女神芙塑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07 广州朗启尚美科技有限公司

云天易透明质酸嫩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16
广州市厚朴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PIPL 炫酷玩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2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炫酷玩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2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 炫酷玩色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2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爱蜜妍羊胎素胶原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49 广州魅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誓颜 奢宠臻护精华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76
广州美丽誓颜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Kawaibaby咔哇依婴儿皮肤屏障多效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86 广州美淳化妆品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倾悦定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88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KS白松露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696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TSIW∧姿惠玻尿酸水漾莹润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14 广州韩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室皇家龙血奢宠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26 广州智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发意达头皮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29
广东一起创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草菁洋甘菊舒缓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31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卡波曼臻颜多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36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菁紫罗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37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凯芙媞烟酰胺滋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40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波曼臻颜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42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YCNRS修颜精萃新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48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蛇毒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蛇毒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蛇毒肽滋润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5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KUYAGE酷雅格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NO.KA3041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9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UYAGE酷雅格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NO.KA3041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9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KUYAGE酷雅格玻尿酸纤细眼线液笔 
NO.KA3041

粤G妆网备字2021073797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丝蓝玫瑰植粹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1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丝蓝玫瑰植粹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1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丝蓝玫瑰植粹香氛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11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植蕊多肽活力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20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胸部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2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玺慕雪肌调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雪肌调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雪肌调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保湿净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保湿净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保湿净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4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勤妆平衡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61
广州美肌物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黎芙莎氨基酸亮采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8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华生草本调理养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82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华生草本调理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83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谷舒养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86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莲华生草本调理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87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VEAI草本精华套盒-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3898 广州星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狂野魅力系列高光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73908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精
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凌克青蒿植萃去屑止痒洗发剂 粤G妆网备字2021074072
广州麦丝玛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飞行计划Flying Plan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299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飞行计划Flying Plan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299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飞行计划Flying Plan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299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情雅依旧裸感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19 广州雅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靛美炫彩快干甲油10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21 广州采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宴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30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mfeslo植凡露草本奢养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41
广州植凡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克斯鹏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克斯鹏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克斯鹏酷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45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波曼臻颜多肽童颜冻干粉+臻颜多肽
童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56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背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快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畅悠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8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腰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颐德玉韵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光自由贻贝提取物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4 广州时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聂美人鹿茸海藻白芨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8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未艾红花鹿茸白芨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399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聂美人红花鹿茸白芨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00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0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未艾鹿茸海藻白芨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03
广州聂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芳妍馨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24
芳妍馨（广州）国际化妆品
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3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玥颜之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33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吾记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吾记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吾记紫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2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4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臻致妙龄修护套-臻致妙龄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京氏丽人茹润草本养护套-茹润草本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KS黑松露臻萃凝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43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索璞植萃营养滋润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4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萃颜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FFICK巧克力六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5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向肌元安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56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亿缘年华胶原多肽精华液+胶原多肽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62
广州众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N焕活肌妍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74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RN焕活肌妍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76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氨基酸温和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45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宴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00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玥颜之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02
广州皓毅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隽蔻冻干胶原蛋白线球+多肽紧致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06
广州花魔秀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Fiori花元蜜龄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15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S四胜肽赋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23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圣伊哲多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29
中奥（广州）医疗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洛宴清颜痘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61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XueMeiJi雪美姬舒缓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72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ueMeiJi雪美姬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74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宴焕颜雪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75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XueMeiJi雪美姬紫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78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洛宴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93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宴焕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94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洛宴焕颜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695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娇玺慕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娇玺慕氨基酸舒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赛薇尔祛痘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4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惑之谜樱花补水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09
广州秀之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11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11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ZICAO潤姿草润活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11
广州市皓妆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小苍兰蛋白小分子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苍兰蛋白小分子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小苍兰蛋白小分子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若翔沁爽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30 广州广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识香公主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54
亿尚美智（广州）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红花粉色传奇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恩臣腾玉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72 广州鼎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恩臣腾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74 广州鼎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道魅后青春焕颜紧致精华液+青春焕
颜紧致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83 广州美道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EJinlixuan金俪炫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86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Jinlixuan金俪炫紫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87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LOYSYF束颜坊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89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LOYSYF束颜坊紫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90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温护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79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动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28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沐色头皮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沐色头皮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沐色头皮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秋语自然四季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四季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四季玫瑰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5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沁雪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63
广州医聚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水光精油护卷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64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清芳净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妃塑雕青春赋能素II+青春赋能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1074890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2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0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泊泉雅新冰泉紧实焕彩睛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新冰泉紧实焕彩睛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新冰泉紧实焕彩睛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0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3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0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魅自然魅颜舒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11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4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2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香肌丽人盈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40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红石榴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48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ZEROKUL草本植物清颜套-草本植物清颜
面膜+草本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49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泊蝶滑遛遛奢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滑遛遛奢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蝶滑遛遛奢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6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赛璐海茴香舒颜修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69 广州尊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ELLIE艾莉博士眼部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73
壹玖肆玖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伊哲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75
中奥（广州）医疗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紧致焕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8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OKUL草本植物焕颜套-草本植物焕颜
面膜+草本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89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5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9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9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9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澜雪肤活采皙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4998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DONGSHU东束白松露精华柔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05 广州东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瓷肌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嫩肤滋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17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清爽控油祛痘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3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佑颜小厨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41
广州医聚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njnmofo樱井魔方甲油胶（色胶）003M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52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8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植肤兰茶树控油爽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2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积雪草安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金缕梅细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4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科密妍凝时紧致活肤组合-凝时紧致活
肤粉+凝时紧致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njnmofo樱井魔方甲油胶（色胶）250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68
广州樱井魔方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臻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7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8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尊享花妙套-花妙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OKUL草本净肤靓颜套-草本净肤靓颜
面膜+草本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92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OKUL草本养颜嫩肤套-草本养颜嫩肤
面膜+草本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94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萃臻养套-臻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悦心肌研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04
广州悦心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亮丽莱谷胱甘肽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12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玫瑰胶原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23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上帝之媒媚眼睫毛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31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滇山茶净肤清洁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37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铁皮石斛调理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46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植肤兰扭刺仙人掌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4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06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5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阅香皮肤玉光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69 广州喜梅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润水感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7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辰溪修颜植萃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7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芍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芍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芍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颜美白芨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18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姿源冻龄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206 广州鑫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dung桃叶精华婴儿爽身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318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嘉兰菲丽澳洲茶树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351
广州浦莱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魅瑟法国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19
中正医药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CHING YU睛宇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33
广州福克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RZZ 净颜植物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48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愿先生硬糖空气粉饼-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49
友品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养姿肤植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1 广州悦妍日化用品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2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BRM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RM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RM积雪草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芈蕊海水舒缓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67 广州未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 Fireworks 16 Colors Eye 
Shadow 09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AMCAMX小蜜缇氨基酸润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76 广州花贝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颜清寡肽修护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87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植小佰橙花氨基酸柔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89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日利持妆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日利持妆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日利持妆清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491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JOVISSE Bossein Anti-aging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Bossein Anti-aging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 Bossein Anti-aging Firm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0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泉焕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15 广州斐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娜姿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玫瑰水润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17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密集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密集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密集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水润保湿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1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活采皙亮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2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肤梵黑松露紧致胶原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34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素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3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雅颜清虾青素修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42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藏妍草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4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寻品汇水活舒润眼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5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余几安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70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hese活力胶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75 广州市触发贸易有限公司
御本清深海水动力晶透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88 广州乐肤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丝滑香氛洗护二件套-柔顺修
护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97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五谷滋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五谷滋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五谷滋养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59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洋甘菊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2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芯诗露塑颜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2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妍草玉韵养护草本套-玉韵草本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36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魅自然调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63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赛美康舒养调理套舒养草本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64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黎美焕颜净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66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赛美康温舒养护套温舒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67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弹润亮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82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芦荟饱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8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芦荟饱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8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薰衣草亮颜嫩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8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植小佰橙花氨基酸丰盈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92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黎美焕颜净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93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寻品汇茶树平衡清爽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9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玫瑰恒润保湿滋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69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薰衣草亮颜嫩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0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雅植坊草本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草本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雅植坊草本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Zemfeslo植凡露草本奢养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1
广州植凡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魔坊莹肌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莹肌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莹肌亮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自然魅颜清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6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自然魅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7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自然魅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8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自然富勒烯多肽玉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19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自然逆龄炫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21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PK肤若凝脂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肤若凝脂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肤若凝脂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亮滋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4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丝蔻三效合一净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45
广州原生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乔丝蔻轻奢珍珠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46
广州原生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植小佰橙花氨基酸净屑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47 广州嘉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黎美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1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loiss Smith贵妇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贵妇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贵妇驻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丽蒂防晕染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防晕染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防晕染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弹润亮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6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身爱之物 丝滑柔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丝滑柔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丝滑柔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5768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元名堂草本艾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13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莱曼幽香植萃凝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15
广州萧菲纪莲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乔丝蔻轻盈水润雪肌云朵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20
广州原生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润鑫诗草本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草本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草本温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伦恩欢愉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39 广州伦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识香公主柔顺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54
亿尚美智（广州）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诗诺花舍玫瑰精油焗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62 广州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ULAN索肤兰臻颜净肤润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5873
索肤兰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泊泉雅睛彩十色眼影（04#甜美人鱼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睛彩十色眼影（04#甜美人鱼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睛彩十色眼影（04#甜美人鱼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7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积雪草白茶植萃轻润卸妆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8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积雪草白茶植萃轻润卸妆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8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皙DRAWSHE积雪草白茶植萃轻润卸妆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8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RUI汐瑞氨基酸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96 广州汐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馫后樱花舒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599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美研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04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馫后樱花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19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温蔓妮水光润养免蒸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25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0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2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瑞思泞RUSETIN奢华精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31 广州市赛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1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3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時光行者鱼籽精华挚爱美肌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42
广州时光行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3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4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4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4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CJGJ狠型复古头油造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50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菲黎美焕颜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51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2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7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DAISCARL清爽丝滑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1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森娅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森娅红茶玫瑰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焕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7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美拾光靓肤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美拾光靓肤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焕美拾光靓肤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09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如妮缘抚痕精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抚痕精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抚痕精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0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DF&CAMILLE DC五果净爽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06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水解蛋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水解蛋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密码SOFTPW水解蛋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1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黑蕾丝奢养卷翘浓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14 广州广兰咨询有限公司

菲黎美焕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18
肌肤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众仙媄首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首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首乌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佰草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佰草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佰草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38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5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4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香肌丽人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53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美珀雅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5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5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5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DF&CAMILLE DC五谷萃取滋养去屑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62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IHENKEEP平衡植养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65 广州佳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6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6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DAISCARL清凉丝滑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69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霸王龍滋养护肤型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70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7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雅泉筋骨草草本养护套装-妙透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明眸紧致组合-明眸透亮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8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9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活力修护套-活力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颜清烟酰胺清透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20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香肌丽人柔肤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21 广州香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度净爽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26
可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XIRUI汐瑞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32 广州汐瑞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植美样水感植萃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33 广州美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茶树平衡清爽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5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玫瑰恒润保湿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54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dbs丝焕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3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1#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1#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1#
摩卡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2#
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2#
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2#
大地褐）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3#
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3#
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色彩狂风红色记忆自然塑形眉笔（03#
星岩灰）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8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温蔓妮赋活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69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玫瑰保湿补水滋养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71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74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雅婷美阁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8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OJILAI宝肌莱保湿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87
广州笑颜祛痘护肤品有限公
司

花生伽人舒透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95 广州名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草本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97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润养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299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舒润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0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02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02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吾斯妮古再丽姜汁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02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OFULAN索肤兰臻颜净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18
索肤兰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雒家傳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雒家傳安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臀部修护套-臀部草本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婴缘坊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肩颈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赛美康舒养调理套舒养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39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颐养调理套丁香单方精油+葡萄
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45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乔丝蔻针叶樱桃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46
广州原生肽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婵清透弹润气垫美颜霜（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4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温舒养护套温舒复方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50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莲卡丹青春凝时精华液+莲卡丹青春凝
时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59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赛美康盈润通调套葡萄柚单方油+葡萄
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62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君元素水润肌底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67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赛美康颐养调理套温舒畅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6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美康盈润通调套盈润通调复方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71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童颜六胜肽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72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暨童颜玫瑰美肌精华素+玫瑰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73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赛美康颐养调理套温舒复方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74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斯蓓俪补水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94
广州维丝蓓丽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李可尔玻色因密龄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395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亭姿蛇毒肽焕彩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02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obeye奥贝诗毛孔清洁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0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白松露轻龄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白松露轻龄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白松露轻龄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莼榡 素养水润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483 广州芊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MISEYOU蛋白肽滋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EYOU蛋白肽滋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EYOU蛋白肽滋养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EYOU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EYOU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MISEYOU石墨烯弹润净靓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5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時光行者鱼籽精华赋活丰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18
广州时光行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芊美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23 广州华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30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角质透皙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31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藏妍草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33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秘享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47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5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HUAJIYAN花季颜嫩·四季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9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UAJIYAN花季颜嫩·四季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6791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思美逆时光舒缓靓肤润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06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玉韵养护草本套-玉韵草本精粹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18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藏妍草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24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PK时光美颜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时光美颜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时光美颜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富勒烯植萃发酵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3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艾素坊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4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九岁和JIUSUIHE植萃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70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碧生玫瑰果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86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VAZIN微光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689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0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斯纤巧细描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05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LOKIEEAN露凯莲玻色因龙胆肌底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07 广州富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1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缇莱亚麻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24
广州雅缇莱科技发展有限公
司



李可尔玻色因密龄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32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0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3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7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3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0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4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KANGLILE美肌清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56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焕彩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5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调肤水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58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8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楚蜜玫瑰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玫瑰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玫瑰酵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欧希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欧希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欧希蛇毒肽滋养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19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6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芯诗露焕彩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7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3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7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芯诗露角鲨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7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4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78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5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8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1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8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6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9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1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9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2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9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8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9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9 粤G妆网备字202107699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7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恒泉薰衣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薰衣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薰衣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2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4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5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恒泉角鲨烷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角鲨烷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角鲨烷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6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0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恒泉羊胎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羊胎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羊胎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8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9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0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恒泉金盏花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金盏花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恒泉金盏花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1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2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1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IN 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IN 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IN 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3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4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5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6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2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7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3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33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3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27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3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8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5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49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5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50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5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KANGLILE美肌焕颜靓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84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唇紧致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091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斐斐艾尔水库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水库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水库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享复颜修护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45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絮偷心宇航员水光镜面唇釉（S5）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55
广州诗轩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秘妍积雪草净颜清洁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56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派维生素E紧致护手霜（黑曜秘园）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73 广州花猫科技有限公司

秘享复颜臻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74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炫派烟酰胺焕亮护手霜（白色蔷薇）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75 广州花猫科技有限公司
炫派透明质酸滋润护手霜（粉色魅惑）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76 广州花猫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牛奶润滑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80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玻色因密龄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89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菁纯水感套-
AP·SCF水感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菁纯水感套-
AP·SCF水感植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9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菁纯水感套组-
AP·SCF水感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1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雪呢喃鲵肽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雪呢喃鲵肽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雪呢喃鲵肽多效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PIHENKEEP平衡植舒畅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17 广州佳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金芝泉绿植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31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千妍悦汇时光肌密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3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莲卡丹胶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36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莲卡丹青春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38
卡瑟琳（广州）国际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茹润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茹润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茹润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臻爱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臻爱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臻爱活
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荷叶去屑止痒专利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4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呵护胸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呵护胸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娇宠呵护臻爱组合-娇宠呵护胸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雾霾
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雾霾
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妃诗韵持久纤细防晕染眼线液笔 雾霾
蓝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颐养臻美养护套-净爽活力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4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妆女王权杖速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54 广州骏马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润安温护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润安温护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润安温护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4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紧颜嫩肤冻干粉+微光紧颜
嫩肤精华水+微光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紧颜嫩肤冻干粉+微光紧颜
嫩肤精华水+微光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紧颜嫩肤冻干粉+微光紧颜
嫩肤精华水+微光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祛痘冻干粉+微光祛痘溶媒
液+微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祛痘冻干粉+微光祛痘溶媒
液+微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祛痘冻干粉+微光祛痘溶媒
液+微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6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冻干粉+微光修护溶媒
液+微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冻干粉+微光修护溶媒
液+微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微光修护冻干粉+微光修护溶媒
液+微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毛喉鞘蕊花修护冻干粉+毛喉鞘蕊
花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毛喉鞘蕊花修护冻干粉+毛喉鞘蕊
花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毛喉鞘蕊花修护冻干粉+毛喉鞘蕊
花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紧颜嫩肤冻干粉+紧颜嫩肤精华水+
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紧颜嫩肤冻干粉+紧颜嫩肤精华水+
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BXTO紧颜嫩肤冻干粉+紧颜嫩肤精华水+
紧颜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6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焕颜光感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7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佰皙美修颜冻干粉+修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74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佰皙美多肽修颜冻干粉+多肽修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75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卫目天下多肽逆龄美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76
广东亿康大健康投资有限公
司

佰皙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77
广东暨研医美生物科技研究
院

安芙蔓樱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286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萱晴酵母精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27
广州市丽微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妙龄传奇瓷肌亮透动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28 广州暨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素坊肽美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肽美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素坊肽美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2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逆时光舒缓精粹修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35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KANGLILE美肌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38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ISCARL基底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39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凯芙媞海藻修护滋养水晶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41 广州喜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美逆时光舒缓靓肤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49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吉莱美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莱美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莱美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胜肽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51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NGLILE赋活滋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52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INKCY梵希茜浓密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59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落雁芳洲蓝铜多肽焕活修护冻干粉+透
明质酸钠多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66 广州市九古贸易有限公司

WGFEI威格菲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GFEI威格菲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GFEI威格菲肌底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77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斯灵动美眸纤长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82 广州粤朵化妆品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83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LLING BEAUTY女王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94 广州众尚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权夫人纤连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397 广州悦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鞣花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0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肌因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0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葶工坊乳糖酸毛孔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09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前颜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19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美珀雅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尚美珀雅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2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清透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3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茶树清透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31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童颜玫瑰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42
广州斑皱密医药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V美态水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47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婷美阁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5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肩锦功夫活力舒缓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2
广州雪清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芝泉绿植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4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NGLILE红颜肌底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7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肽液+
尊颜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肽液+
尊颜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肽液+
尊颜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6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鸭鸭慕斯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77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基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基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修护基本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2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中别韵寡肽修护冻干粉套-寡肽修护
冻干粉+透明质酸钠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3
美中别韵（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希诗原熊果苷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5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岚葶工坊白檀香润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88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黛曼普DAIMANPU女主角轻雾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77492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粉嫩公主羊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02 广州无瑕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舒缓培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舒缓培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尊颜养肤修护套-尊颜舒缓培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1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方密匙净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41 广州新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缇俪斯血清蛋白焕颜套-血清蛋白冻干
粉+血清蛋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61
广州露诗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東黛纤连蛋白冻干粉+积雪草修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67 广州天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祖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传祖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传祖瑶养护调理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7584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76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泊奢华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781
好品（广州）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蔓记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787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脐带多肽修护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2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温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清润舒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0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腰背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腰背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腰背舒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SUR玖瑟酵母白茶晒后修护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4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OSUR玖瑟酵母白茶晒后修护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4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JOSUR玖瑟酵母白茶晒后修护保湿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41 广州市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果缤纷营养亮肤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44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源菲水感透亮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50
广州菲玛丝美容美发有限公
司

章王首乌强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52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多肽滋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58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祖皂角天然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59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美态水润肌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70 广州暨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ZZ童颜焕亮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78 广州护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唇紧致修护肌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89
广州市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AOHAND妙涵罐子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90 广州妙涵化妆品有限公司

BOMEILAI帛美莱水润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898
广州帛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时代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0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时代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0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时代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0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兰妮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04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NGLILE玻尿酸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13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 O'RLG黄金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18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记盈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23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记如初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27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蔓记润妍如初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29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沁雪草本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沁雪草本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沁雪草本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肌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肌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VHA玻尿酸肌初水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植萃倍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50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NGLILE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51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拉普媞舒缓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55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NGLILE美肌光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56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乐妃植萃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57
古乐妃（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贞蜗牛润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6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KANGLILE多肽赋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66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记润妍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68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吧美博士多肽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75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达茵精氨酸高保湿润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77
广州蓝钥匙海洋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芊淳白桃乌龙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84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87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世美甜扁桃舒缓活焕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92 广州羽芬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冻干粉+美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冻干粉+美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冻干粉+美颜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79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慕时光多肽修护溶解液+绮慕时光多
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01 广州卡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芙姿谜多肽粉+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0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普拉普媞舒柔平缓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16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本百萃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18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法诗胶原蛋白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29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丝维康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3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馫后樱花嫩滑美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32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岚葶工坊白檀香润肌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38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XIUBOSHI秀博士砍刀眉笔-1#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46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XIUBOSHI秀博士砍刀眉笔-2#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47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U.yi尤一烟酰胺二裂酵母保湿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51 广州尤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UBOSHI秀博士砍刀眉笔-8#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52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XIUBOSHI秀博士砍刀眉笔-6#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54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XIUBOSHI秀博士砍刀眉笔-10#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57 广州宣慧商贸有限公司
雅颜清烟酰胺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77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KANGLILE美肌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79
广州样样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雅颜清烟酰胺莹润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86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我的幸运香姜之皇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94 广州幸运香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琋渃安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09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颜清烟酰胺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00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希诗原洋甘菊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37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希诗原苹果细胞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38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道缘康年花椒舒缓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42 广州道济药业有限公司
众仙媄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仙媄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祖姜汁皂荚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57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全天候隔离粉底液（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全天候隔离粉底液（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68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兰红参塑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6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晓荷秀韵毛孔洁净深层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7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毛孔洁净深层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7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荷秀韵毛孔洁净深层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72
广州市毅尔豪化妆品有限公
司

KEZHIYA珂芝雅 黑灵芝纤密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74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8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8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肩锦功夫活力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92
广州雪清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焕亮菁纯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97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F酵醒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98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F双酵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199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F箐润奢养琉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200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桐言记光果甘草眼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光果甘草眼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言记光果甘草眼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22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净肌祛痘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270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WOWKISS容颜修护套装容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08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琋渃安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25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多效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29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格尔卡尼韩派马油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33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琋渃祛痘益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42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丝润免洗护发精油（香奈儿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4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汐颜玻尿酸遮瑕BB霜01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58 广州明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圣依伊美水光凝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60
广州兰桂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辰  婴儿弹力贝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66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亮丝男士炫酷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72
广州特亮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水蜜桃牛奶素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7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YW虾青素麦角硫因弹润透亮护肤套装-
弹润透亮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8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3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滑仕托品淘米水营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03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FFICK巧克力丝滑柔雾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10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迪娇雅氨基酸洗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17
广州市雅颜多肽化妆品有限
公司

XIYUAN嬉媛玉脂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19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壹肤水晶黄金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30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壹肤烟酰胺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32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壹肤薰衣草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36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壹肤洋甘菊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39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壹肤玫瑰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78487 广州壹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植萃精华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01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焕颜菁纯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0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ILITOYA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04
广州市铭柏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setimes玫瑰时代轻雾丝滑唇颊两用
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09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LOFUN洛梵蜜桃系列哑光丝绒唇泥C06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15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LOFUN洛梵蜜桃系列哑光丝绒唇泥C05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17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圣伊哲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22
中奥（广州）医疗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LOFUN洛梵蜜桃系列哑光丝绒唇泥B03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36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LOFUN洛梵蜜桃系列哑光丝绒唇泥A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37
广州向美而生互联网科技有
限公司

XIYUAN嬉媛栗子高光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38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掌门玉肌净颜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54
廋宝贝健康产业（广州）有
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6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玫瑰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7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艾馥芮烟酰胺舒缓保湿晒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77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馫后樱花香氛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8581 广州市优能化妆品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修护养颜套组-舒安啫喱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1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修护养颜套组-舒安冰润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1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九岁和植萃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15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菲头皮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26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WOWKISS皙颜焕肤组合皙颜精华液A+皙
颜精华液B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31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修护养颜套组-修护赋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3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靓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70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柔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674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OWKISS逆龄抗皱套装逆龄冻干粉+逆龄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769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7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8810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kinMeeting姬遇水娃娃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811
广州一加七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泊泉雅魅力修容膏（自然色01#+深咖色
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8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力修容膏（自然色01#+深咖色
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8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泉雅魅力修容膏（自然色01#+深咖色
01#）

粤G妆网备字2021078813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芙美清透雾幻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芙美清透雾幻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每芙美清透雾幻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HAIFEITU黑曜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34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MFV黄金液+燕窝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38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OWKISS美姿护肤套装美姿护肤冻干粉+
美姿护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41 广州明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FEITU海洋珍萃精华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43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御家媚颜臻颜精萃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56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炫氏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66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70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九岁和植萃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8976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0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冻干粉+富勒烯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冻干粉+富勒烯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富勒烯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富勒
烯寡肽冻干粉+富勒烯寡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丝润免洗护发精油（迪奥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誉粹堂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19 广州小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丝润免洗护发精油（反转巴黎香）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22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如妮缘何首乌草本洗发水（尊享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3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韩金丽姿浪漫莲花晶透隔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45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金丽姿高丽参还幼紧致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48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金禧JINXI氨基酸柔顺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52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美萱净颜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6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草集QUECAOJI鳄鱼油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098 广州图萨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蜂迷亮采保湿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1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NTTAGING奢华紧致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29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MAFFICK玛菲可花暖腮红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36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精萃肌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43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颜美肤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4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九岁和植萃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52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初赋润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酵母玫瑰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6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Pattern Years花样岁月烟酰胺滋润嫩
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70
广州韩氏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盛赢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Pattern Years花样岁月烟酰胺透亮嫩
滑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77
广州韩氏恒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胶原蛋白轻肌组合-胶
原蛋白轻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183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0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15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控油平衡组合-控油平
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2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芤孜丽木沙枣胶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38
广州迷禾丽国际商贸有限公
司

BMCHHF黄金液+燕窝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39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多酚美肌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42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LaErNi水漾精华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43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尔美多肽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46
广州市百尔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禧JINXI氨基酸柔顺丝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0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琯自在舒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1 广州知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琯自在舒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1 广州知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琯自在舒爽柔顺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1 广州知本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吧美博士富勒烯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58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滑仕托品淘米水滑溜溜丝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79268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丽微雅积雪草净澈姜盐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467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閨秀水光精粹修护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474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御家媚颜肌底修护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491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DIALISMAN海洋凝时臻颜套-海洋凝时水
光液A

粤G妆网备字2021079497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洛歌浪漫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498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洛宴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47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丽媛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丽媛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5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礼服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56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容堂臻美滋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58
广州展容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晓智愈氨基酸柔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63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晓智愈氨基酸柔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63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晓智愈氨基酸柔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63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采佳雪肌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70 广州美妍美容咨询有限公司

RN焕活肌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75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控油平衡组合-控油平
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94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对她沉迷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96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我的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98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控油平衡组合-控油平
衡爽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599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URUNRAN润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53 广州般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修颜新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54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URUNRAN滋美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56 广州般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vzvo森林雨露修护盈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60 陪伴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玉颜美冻干粉+玉颜美溶媒液+
玉颜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65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KCKC COLOR 卡奇色彩纤细眼线液笔 
01# 经典黑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68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凝水微晶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7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美吧美博士六胜肽紧致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80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吧美博士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81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康颜养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695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臻靓肌透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09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俪妃遮瑕靓颜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14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植雅玫瑰精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75 广州绿健医药有限公司

弘禄堂草本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93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YIMEIQIJI养肤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79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弘禄堂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0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弘禄堂植萃调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13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lady date轻奢水润焕颜套组-水润保湿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巴黎夜生活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44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河边草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47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水润焕颜套组-水润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5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水润焕颜套组-水润精萃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58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宴焕颜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70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晓智愈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71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晓智愈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71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晓智愈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71 广州振业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臻萃舒缓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8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修护养颜套组-舒安修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9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胶原蛋白轻肌组合-胶
原蛋白轻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98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俪妃养肤滋润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899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歌典植萃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03
广州市瑞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TEY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0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VENUS BELL玫瑰精萃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19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透润养肤光感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透润养肤光感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透润养肤光感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2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肤草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3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草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3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肤草持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33 广州英妮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清肌祛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38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宠妃心机计修护组合-宠妃心计修护冻
干粉+宠妃心计修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41
广州亿硕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4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罗缇水漾柔亮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9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蔻源花蕊玫瑰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79995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蛇毒肽酵母分子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蛇毒肽酵母分子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蛇毒肽酵母分子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芃齐兰花油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4
芃齐（广州）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完美矜笙肌密透靓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密透靓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完美矜笙肌密透靓洁面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1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丝心丹佰萃取赋活眼部套盒-萃取赋活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轻畅活力草本养护套-轻畅活
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养护精
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舒爽养护草本套-舒爽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臀部草本养护套-臀部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6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6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6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LYNGLORY歌洛芮多肽精华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NGLORY歌洛芮多肽精华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YNGLORY歌洛芮多肽精华弹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87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祺肌红球藻滋润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5
广东美祺肌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ESSKIR驻颜紧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6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轻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7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凝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凝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凝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丰盈冻干粉+多维丰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丰盈冻干粉+多维丰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多维丰盈冻干粉+多维丰盈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099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韵轻盈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0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净雅芝美舒缓轻盈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3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根源堂去角质嫩肤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JEVAZIN靓颜嫩肤修护面膜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靓颜嫩肤修护面膜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JEVAZIN靓颜嫩肤修护面膜组合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05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hello love蜜桃白茶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12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安芙蔓黑莓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14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HIDELE米诗黛儿多效芦荟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16
祺尚（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河边草防护隔离三合一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27 广州风禅美贸易有限公司
赋活草调理净发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0135 广州熵彩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水润焕颜套组-水润赋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25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BOOS MAM紫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264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艾本善草本舒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315
艾本善（广州）科技有限公
司

妍芳荟植护蜜芽润抚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318 广州灏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传奇玉颜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336 广州华邦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禾泊秀绿茶男士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348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F水感弹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18 广东圣科亿方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童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MULETTE艾密莉特臻颜奢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42 广州君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素茜血清蛋白凝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43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岚葶工坊烟酰胺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45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xinyi馫逸滋润修护喷雾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50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清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61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6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容堂臻致滋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491
广州展容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KS花蜜赋亮凝珠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02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BRTEY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BRTEY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1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凝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凝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凝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3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4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颜清烟酰胺清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47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妆际红景天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51
妆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rMD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7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7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营养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7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5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亮丽莱白芨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04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肩颈草本养护套-肩颈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蘭家閨秀玻尿酸精纯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26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倪启明马齿苋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54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VLONCA芦荟保湿滋润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59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紫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紫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紫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3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全天候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全天候亮肤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4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NC与四大文明中国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三生皙黑豆酵素安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7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忆轻美集酵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酵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酵养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69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2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7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倪启明迷迭香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77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倪启明富勒烯幼龄紧致舒护润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78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兰亭姿蛇毒肽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79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7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88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萃瑶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细致肌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琳思康龙胆草本养护套-龙胆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启明雏菊舒护喷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01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倪启明雏菊舒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16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纤之歌美寶草本美肤润养组合-草本美
肤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18 广州绿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3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2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清透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清透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清透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36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Bio 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 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Bio 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uberd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uberd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uberdlightening Complex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azacHAND&BODY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azacHAND&BODY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razacHAND&BODYLOTION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4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ZEESEAオーロラドリームハイライター
パウダーＳ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6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蔓记润妍洁润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0790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生皙精粹石斛安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04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净秀泉臻颜凝时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14 广州净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rMD六胜肽紧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皎芙丽养润舒畅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雅颜清玻尿酸弹润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7 广州市硕果商贸有限公司

蒂凯诺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幸福之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7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春暖花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08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肌肤修护
冻干粉+肌肤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15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MWT臻钻美塑植萃凝珠精华+凝时光沁肌
能量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1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MWT臻钻美塑植萃凝珠精华+凝时光沁肌
能量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1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MWT臻钻美塑植萃凝珠精华+凝时光沁肌
能量冻干球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17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香氛动人）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香氛动人）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香氛动人）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2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3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3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甜蜜时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甜蜜时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香氛沐浴露（甜蜜时光）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3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樱花味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4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樱花味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4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樱花味保湿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4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DIEFLUGEL迪芙格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50
广州迪芙格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研诗盈润焕彩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52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洋甘菊舒缓修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5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艺恋姿多肽智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5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诗婷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65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植萃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0999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颢马睡莲元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19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颢马花马润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0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美婴缘坊草本萃取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肩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IUSE羞瑟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6
广州市添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Fiori沁润蜜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47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丽诗青春紧致多肽液+青春紧致多肽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61
广州臻视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6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6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流沙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6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人仁和金衡康二裂酵母补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人仁和金衡康二裂酵母补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人仁和金衡康二裂酵母补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SODSNIE黑头净化鼻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77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Yoxier净透祛黑头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191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笔记水杨酸清爽净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12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绪美红参津润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34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随美人水弹畅享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38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纳诗透感隔离霜02#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42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扶天源秀姿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43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赫兰妃积雪草芦荟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44 广州花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兰胡枝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49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光果甘草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光果甘草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光果甘草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5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天源平衡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55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扶天源雪清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61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纳诗透感隔离霜01#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70 广州小熙商贸有限公司
苗塑堂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清康颜寡肽修护冻干粉+寡肽修护溶
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75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露絲臻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86 广州婕露丝贸易有限公司
九岁和JIUSUIHE植萃舒畅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88 广州璀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294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肩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CDT肌肽晶润凝时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2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肌肽晶润凝时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2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DT肌肽晶润凝时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2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洛宴清颜痘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78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人美护颜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80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紧致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紧致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紧致提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84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蔻源毛孔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8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孩时代服章之美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90 广州柒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葶工坊多肽净爽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1396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钰见邂逅水养保湿润发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05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肌泉薰衣草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源肌泉薰衣草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源肌泉薰衣草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08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花蕊玫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0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颢马仙人掌元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13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颢马木棉花元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14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妍悉柔嫩清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16
广州鑫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玉丽彩净透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18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箔妃时光臻颜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22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颢马黄芩元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29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颢马水仙元素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30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植粹净颜奶面膜+美瑞蒂斯植
粹净颜奶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3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颜奢汇植粹净颜青春面膜+颜奢汇植粹
净颜青春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3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可奕净肤爽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奕净肤爽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奕净肤爽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美肌修护面膜+瑞拉维尚美肌
修护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5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美肌净颜面膜+瑞拉维尚美肌
净颜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5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肌底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62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蔻源胶原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67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6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多肽冰川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77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奇焕玫瑰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481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YBUTY空灵海洋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01
汤妮贝蒂美业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芭莎可可芭莎流金酵母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04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茵姿莱甜橙亮润果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21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姿莱蔓越莓焕颜果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23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提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2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提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2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惠国际提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28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可度滋润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37
可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满可琳毛孔清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47
广州雅蒂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郑远元香浴艾叶沐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5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香浴艾叶沐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5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郑远元香浴艾叶沐足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55
广州市维珍妮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慈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言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恭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信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勇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花蕊玫瑰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2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SESJ绿棘草本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4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VSESJ绿棘姜能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5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18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星钻水光琉璃霜（养肤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27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蔻源多肽丝滑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28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ROWN HOUSE皇冠小屋诱魅持妆超细眉
笔（深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29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OWN HOUSE皇冠小屋诱魅持妆超细眉
笔（深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32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ROWN HOUSE皇冠小屋诱魅持妆超细眉
笔（灰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40 广州秀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玫瑰玻尿酸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43 广州尊韵美容有限公司
唯妃美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6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龙舌兰修护睡眠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82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8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8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凝时赋活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85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澜雪肤修护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87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5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9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万人美毛孔清透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692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4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0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4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1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11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雪箔妃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13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6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1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7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1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5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3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一木花草水感清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36
广州市一木花草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伊姿俏蚕丝蛋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蚕丝蛋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蚕丝蛋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玉丽彩凝皙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50
广州荔延臣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津萃集冰爽舒润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56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凯乐国际龙猫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64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凯乐国际奈诗凯乐可卸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65 广州凯乐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津萃集莹润保湿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68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颐芯源控油蓬松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0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草本舒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8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孩时代花镜云浮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93 广州柒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孩时代梦幻城市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97 广州柒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诗原寡肽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1798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女孩时代萌小萌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1805 广州柒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朵尔滴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19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璞活力Q10滋养紧致弹润水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28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水凝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37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宫泉蓝铜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蓝铜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蓝铜肽水养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4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青春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47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倩徽柔丝平衡护理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4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一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渺兮草本盈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60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岚葶工坊传明酸焕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68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岚葶工坊神经酰胺舒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74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可度滋养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82
可度（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箔妃时光臻颜抗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85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1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9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0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9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8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9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69 粤G妆网备字202108199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雪箔妃多肽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0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立可雅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4 广州兴屿化妆品有限公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犹科特草本养护赋活调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尚大唐发质滋润修护素（免冲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爱尚大唐发质滋润修护素（免冲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爱尚大唐发质滋润修护素（免冲洗）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爱尚大唐 精纯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1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爱尚大唐 精纯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1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爱尚大唐 精纯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13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8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24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百洁舒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29 广州小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两条头发胶原蛋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35
广州潮流秘密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1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39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DAISCARL水漾柔丝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41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DAISCARL卷发塑型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44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万人美螺旋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48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5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5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万人美护颜焕醒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54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人美银耳多糖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57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熹秀草本植萃精华液-草本植萃精华液
II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65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秀草本植萃精华液-草本植萃精华液I
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67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克梵胶原蛋白香水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7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克梵胶原蛋白香水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7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克梵胶原蛋白香水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75 广州春采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秀臻致平衡调理套-臻致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080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两条头发保湿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01
广州潮流秘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雪箔妃美肌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04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女孩时代时代女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05 广州柒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6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1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两条头发湿发感胶原蛋白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18
广州潮流秘密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万人美玻尿酸弹力喷雾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24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79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2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2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28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3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3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4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31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SFH烟酰胺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35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6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3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秒简璀璨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简璀璨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简璀璨清盈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萃季草本提拉紧致额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1 广州碧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8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0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48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熹秀植萃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52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岚葶工坊石斛多肽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54
颜值堂（广州）生物技术有
限公司

EIDETEJ伊玳天骄洋甘菊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72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ORHACOME奥华蔻冬虫夏草植萃润颜奢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8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RHACOME奥华蔻冬虫夏草植萃润颜奢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8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ORHACOME奥华蔻冬虫夏草植萃润颜奢养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8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yushi黛雨诗玫瑰植物活力亮肤洁面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85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舒缓养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舒缓养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舒缓养护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7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葡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葡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葡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198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黑奢丝绒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02
友品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优芳缘润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0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润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0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润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05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熹秀臻致平衡调理套-臻致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初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冻干粉+
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冻干粉+
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冻干粉+
鹿骨胶原蛋白淡纹抗初老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臻伊品肌肤修护冻干粉（Ⅰ型）+肌
肤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暨臻伊品肌肤修护冻干粉（Ⅰ型）+肌
肤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暨臻伊品肌肤修护冻干粉（Ⅰ型）+肌
肤修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1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思恩藤玉颜修护冻干粉组合-思恩藤玉
颜冻干粉+玉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29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芳缘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老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1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橄榄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32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恩藤玉颜修护冻干粉组合-思恩藤舒
润冻干粉+舒润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1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优芳缘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芳缘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3 广州妃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草本植萃精华液
二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4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玻色因传奇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玻色因传奇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玻色因传奇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51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人美护颜焕醒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64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臻伊品肌肤臻颜养护精华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暨臻伊品肌肤臻颜养护精华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暨臻伊品肌肤臻颜养护精华液（Ⅰ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67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既美童颜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71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珍堂玻尿酸补水彩泥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7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莉诗黛水润靓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83
广州茉莉诗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星婵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婵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婵烟酰胺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85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CARL水漾丝柔基底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92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YWE奢华臻颜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2299 广州品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雪滢清肌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20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魅自然逆龄紧致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26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凯诺腿足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腿足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腿足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蒂凯诺   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泽禾伊肽多肽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67
泽禾伊肽（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鱼子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7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红茉宫媛坊御养舒缓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2395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黎芙莎神经酰胺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00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源氧时光臻颜水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氧时光臻颜水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源氧时光臻颜水源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inn馨忆臻奢倍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17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芮思凯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27 广州添威商贸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大马士革玫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35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寻品汇VC亮肌组合-VC亮肌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5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培兰朵艾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54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思恩藤玉颜修护冻干粉组合-思恩藤祛
痘冻干粉+祛痘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85
广州思恩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美眸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86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美眸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86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美眸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86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尚艺名绣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496 广州前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玉肌焕彩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0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臻姿柔氨基酸香氛沐浴露（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08 广州启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妃塑雕青春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15
华锐莱（广州）医疗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滢润清透保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1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蔓卡丝植养收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21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百草拾光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23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浪漫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24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拾光水润保湿甘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35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蒙丹露生姜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57
广州市蒙丹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VC亮肌组合-VC亮肌焕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6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头面人物大马士革玫瑰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68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紧致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72
广州膜伦菲迩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晶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82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彪正金刚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88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沁润靓颜气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89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熬夜拜拜时光透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593 广州时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毛孔润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00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虫草花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06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首园艾草滋养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0 广州尚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涵黛雅冰肌玲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冰肌玲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冰肌玲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冰肌玲补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OMIUMU希可慕虫草花养肤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3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托玛尼酷感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25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发之印迷你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32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時光行者鱼籽精华保湿轻盈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39
广州时光行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蓓艾生姜汁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4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生姜汁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4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生姜汁柔顺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4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欣欧波时尚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49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蓓艾氨基酸水养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氨基酸水养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氨基酸水养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51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花蔻源积雪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58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水感清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59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积雪草晶露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61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彪正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65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彪正魅力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66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凌雾魅力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67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大马士革玫瑰原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683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森朴备长炭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04
广州市博阑特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VENUS BELL活泉矿物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13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Mr.wish水润柔雾塑颜高光棒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28
友品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优润   氨基酸香氛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36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果备长炭水润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41 广州跳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草本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51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魅自然逆龄奢宠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64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蔓卡丝菁致祛痘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67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花蔻源花蕊玫瑰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3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深层滋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深层滋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深层滋润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经典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经典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经典润养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SCF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7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G·SCF平衡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康蓓艾奢养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9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奢养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9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康蓓艾奢养顺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9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俏美敷臻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799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苗一坊安肤轻透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01
广州苗一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烫染修护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烫染修护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ECT LINK烫染修护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美敷凝颜修护冻干粉+凝颜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10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婵轩堂幼龄美肌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25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自然魅颜养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27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蓓诗绮蛋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39
广州依鸿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池井上多肽赋活补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42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5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明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53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复合果酸精华液（加强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64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戈缔多功能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65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6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6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6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玻色因赋活紧致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72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寻品汇VC亮肌组合-VC亮肌焕彩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73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贝芙水光驻颜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贝芙水光驻颜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贝芙水光驻颜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阿贝芙水光驻颜修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88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蕾果果臻萃光皙紧致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13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毛孔收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15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20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SAZA氨基酸丰盈净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51 广州玛笙博商贸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帝皇蜂姿修护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帝皇蜂姿修护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帝皇蜂姿修护复原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清肌保湿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6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思韵草本温护套-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温护套-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温护套-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美敷莹润修护冻干粉+莹润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79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80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菁纯水感套-
AP·SCF水感调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29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花蔻源龙胆小分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06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ESEAオーロラドリームハイライター
パウダーＨ０５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4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首园果酸滋养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42 广州尚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QiaoMiSi巧蜜絲螺黛生花眉笔（小三角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59
广州市好莲赫化妆品有限公
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INKCY梵希茜自然细致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64
广州市梵希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池井上复合果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68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大马士革玫瑰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82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蓓诗绮美颜蛋白冻干粉+美颜蛋白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084
广州依鸿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格尔卡尼薰衣草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08 广州金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超级系统AP·SCF富勒烯菁纯水感套-
AP·SCF水感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1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胸部修护套-胸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蓓诗绮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28
广州依鸿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JGJ狠型纹理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37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草本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胸部草本臻养套-胸部养护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草本臻致套-草本精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6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蔓卡丝毛喉鞘蕊花冻干粉+毛喉鞘蕊花
溶媒+毛喉鞘蕊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8 广州万宇商贸有限公司

俏美敷精粹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69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ALISMAN海洋凝时臻颜套-海洋臻颜精
华液B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75
多米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心愿先生硬糖空气粉饼-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199
友品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妙媤赋活莹润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09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活采皙亮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1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沁火狐百变塑形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29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沁火狐百变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31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奥贝诗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3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韵源滋养草本套-韵源滋养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47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绪美红参塑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1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绪美红参焕亮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2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LACLINICMONTREUX肌源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CLINICMONTREUX肌源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LACLINICMONTREUX肌源修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德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德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德梦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7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柠檬清新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293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CXQIEN皙茜玻色因龙胆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308 广州富柏化妆品有限公司
LEAWHA花蜜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3314 广东德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AWHA梨花轻呼吸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315 广东德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森朴玻尿酸密集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366
广州市博阑特进出口贸易有
限公司

睆宝明眸多效修护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368 广州睆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羙顏草白松露贵妇丹青春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09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26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龙血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43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JOVISSE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VISSE赋活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3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蔻源植物甾醇靓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4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臻致丝绒奢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臻致丝绒奢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Ka臻致丝绒奢润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5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赏之恋桃子舒缓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6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韩肤焕肤凝采多效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焕肤凝采多效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肤焕肤凝采多效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1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ORACOME哆可加萌便利店九色眼影盘
#05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DORACOME哆可加萌便利店九色眼影盘
#05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DORACOME哆可加萌便利店九色眼影盘
#05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5
广州市嗳色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佰馥笍肌肽修颜冻干粉+佰馥笍肌肽修
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6 广州伊亮化妆品有限公司

男神晶刚百变造型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88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92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颜绪水杨酸净痘细肤棉片（强力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96 广州妆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绪水杨酸净痘细肤棉片（加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3497 广州妆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保湿清爽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保湿清爽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氨基酸保湿清爽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1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1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姿韵沉香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10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绪水杨酸净痘细肤棉片（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20 广州妆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FAN肌凡生物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25
广州美泽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JGJ狠型速干造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30 广州市白云区圣望化妆品厂
花蕾果果纤连蛋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38 广州百肤科技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兰妮角鲨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2
三力（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鱼子酱奢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46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AJIYAN嫩·四季精粹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74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熹秀臻致手足调理套-手足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91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洁舒草本益肤干痒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92 广州小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肤套净颜靓肤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95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草头皮清洁净化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599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彪正强力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06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草拾光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16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首园艾草洁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19 广州尚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培兰朵姜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29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6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6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芙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69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73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羙顏草白松露贵妇丹青春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80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羙顏草白松露贵妇丹青春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85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羙顏草白松露贵妇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86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羙顏草白松露贵妇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87
广州金乔生物化妆品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鱼子酱奢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9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誉芙美誉芙美遮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9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誉芙美誉芙美遮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9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誉芙美誉芙美遮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9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誉芙美誉芙美遮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79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豆颜仕玫瑰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01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素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05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雪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10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境轻柔造型发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12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刚劲定型发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14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欧波清香型头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15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飞奢润复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润复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润复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32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如素修复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34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豆颜仕燕麦肽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38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豆颜仕洋甘菊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40
广州市京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丝雅氨基酸香氛冰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861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境摩登塑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06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清香定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09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倍硬型发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17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FLUCYLE凡露希玫瑰微凝珠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21 广州芝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丝雅 氨基酸香氛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22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境亮泽速干型发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24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清新造型发胶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25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清香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32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听芙 玉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34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榕 雪肌光感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50 广州昭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妙媤净颜修护祛痘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68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UCU盈润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88
广州市看准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听芙 紧致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90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优润  玻尿酸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3995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臻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00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多效修护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01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美肌水光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07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weilulan微露兰蓝精灵细致流畅眼线液
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10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亮丽莱山羊奶靓肤润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20 广州市尚氏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奢宠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宠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宠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27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养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养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养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时光匙轻龄亮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时光匙轻龄亮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时光匙轻龄亮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36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润  氨基酸香氛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3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臻品养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4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颜范舒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5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忸维涞香体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6
广州市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卉唯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卉唯美胶原蛋白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鸡尾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晓柏雅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71 广州晓柏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鱼子酱奢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7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藏妍草玉韵养护草本套-玉韵草本精粹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4075
广州蔓丽黛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绿村荘玻尿酸滋润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65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雅润色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润色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润色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润色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weilulan微露兰 星辰幻境丝绒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79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玛宝莉高丽参弹润精华美颜蘑菇气垫霜 
01亮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82
玛宝莉生物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温蔓妮盈彩水光氨基酸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295
广州温蔓妮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絮偷心宇航员水光镜面唇釉（S2）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02
广州诗轩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妆絮偷心宇航员水光镜面唇釉（S3）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03
广州诗轩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妆絮偷心宇航员水光镜面唇釉（S1）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15
广州诗轩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妆絮偷心宇航员水光镜面唇釉（S4）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26
广州诗轩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72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K-Plus+脐带养发冻干粉+脐带养发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养发冻干粉+脐带养发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养发冻干粉+脐带养发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8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外泌体逆龄冻干粉+脐带
外泌体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外泌体逆龄冻干粉+脐带
外泌体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外泌体逆龄冻干粉+脐带
外泌体逆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39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漾影六色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07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凝脂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凝脂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凝脂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N流沙走珠香体液(人间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流沙走珠香体液(人间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N流沙走珠香体液(人间水蜜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5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53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茗伊黛儿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60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LEJIYAN乐肌颜植萃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64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伊系列甲油胶54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68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礼酵母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75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蜜语爱恋娇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4490
亿佰年药业（广州）有限公
司



飞奢宠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宠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奢宠奇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0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美荟鞣花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2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俏庄水光赋活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4
广州百芙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带茜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15
微美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圣姿雅依克多因美龄赋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26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茗伊妤婳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27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暖妍虫草精华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28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舒润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舒润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舒润修护肌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3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星空泡泡精华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星空泡泡精华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星空泡泡精华弹嫩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4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鱼子酱奢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47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慧锦堂屏障修护套-麦角硫因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5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氨基酸净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57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蔓记焕颜柔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66 广州蔓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68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萃瑶细致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细致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瑶细致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SUFE水玉光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75 广州润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章宝隆强韧养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83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恋时尚丝滑香氛洗护二件套-补水净
肌磨砂香氛浴盐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90 广州兆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礼酵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596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俏礼酵母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01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PIHENKEEP平衡植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02 广州佳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15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身爱之物 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1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1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17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寡
肽多效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47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姿雅依克多因美龄焕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52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IMEIQIJI清润舒畅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2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肩颈舒活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清润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清润舒畅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肩颈舒活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6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肩颈舒畅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7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肩颈舒缓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8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69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温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0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臻韵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1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温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2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温润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3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臻韵植萃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4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YIMEIQIJI臻韵舒润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75
广州德蕾肤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丽如素修复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696 广州千戴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道古方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07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富勒烯酵素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10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沁透凝脂呼吸粉底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38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姿雅依克多因美龄焕肤清肌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0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礼酵母凝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1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圣姿雅依克多因美龄赋颜弹嫩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3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紫色魅惑去屑平衡柔亮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6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腰腹臻致草本套-腰腹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特西 紫色魅惑盈润柔顺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51 广州范特西化妆品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红丝绒密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5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腿部臻致草本套-腿部臻致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美荟净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785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PIHENKEEP平衡植蛋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05 广州佳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09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19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麦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麦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麦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FORFUN鱼子酱凝水微晶额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25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道古方舒缓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26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LEJIYAN乐肌颜紧致修护冻干复配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32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ORFUN鱼子酱凝水微晶舒纹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33 广州肤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屏障修护套-麦角硫因修护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44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积
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积
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曼秀妮寡肽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积
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45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鎏金黑松焕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鎏金黑松焕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 Life鎏金黑松焕采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5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净颜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66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MG·SCF水润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圣姿雅依克多因美龄赋颜弹润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75 广州美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净颜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80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赛美康御养舒爽套御养舒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896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水蜜桃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0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赛美康御养舒爽套尤加利单方精油+葡
萄籽基础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08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菁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09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愫美地带视黄醇新肌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11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启明柔顺丝滑补水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19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水润焕颜套组-水润保湿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4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赛美康御养舒爽套小分子肽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53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诺斯莉 胶原肽御龄紧致焕肤粉+ 胶原
肽御龄紧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6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莹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83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净肌舒缓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84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颜范人参珍珠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4985
广州女颜神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礼酵母修护晶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49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63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舒缓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70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MG·SCF水润修护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7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养肤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85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缇俪斯血清蛋白焕颜套-胶原蛋白干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087
广州露诗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因丽尔透亮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08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抗皱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09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奢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10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润肌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11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12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滢悦肌清舒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13 广州肌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珀诗菁纯舒缓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20
广州诺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莹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26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识香公主鱼子酱柔护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35
亿尚美智（广州）国际贸易
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28珊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643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2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888橘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57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润尼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润尼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润尼牛奶珍珠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曼姬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4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芦荟冰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5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玫瑰花瓣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68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韩曼姬洋甘菊花瓣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72 广州韩菲贸易有限公司

斐丽FELEE胶原蛋白水晶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176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根源堂角鲨烷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13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根源堂菁纯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14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54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臻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臻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纯美话题臻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58 广东福克药业科技有限公司
素妍悦容养颜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60 广州妍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64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YCNRS修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6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oboc赐帅网红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oboc赐帅网红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oboc赐帅网红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77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姿堂水晶蛋白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80 广东婷姿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KIR肌光焕采精华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88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290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追嫩舒缓修护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00 广东东粤药业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1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妍芳荟植护蜜爱舒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23 广州灏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遮瑕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2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32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晶透焕颜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36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惑白米嫩肤滋养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4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多肽舒缓净颜粉+植本百萃焕
颜源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366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昔美束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昔美束童
颜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05 广州爱美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3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奢汇植粹修护青春面膜+颜奢汇植粹
修护青春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7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倚后御颜焕肤润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497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春满枝佰草祛痘修护套靓颜粉+佰草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04 广州润颜文化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蛇毒肽多效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磺先生硫磺净爽去屑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2 广州天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复活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复活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复活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拉维尚美肌靓颜奶面膜+瑞拉维尚美
肌靓颜奶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6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橙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1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茉然积雪草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积雪草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积雪草植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瑞蒂斯植粹靓颜奶面膜+美瑞蒂斯植
粹靓颜奶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3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JOXLOVER祖系情人第一次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4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罗尼卡银杏活泉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46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白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崇滋养弹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6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LANBENA祛痘清爽控油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清爽控油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清爽控油修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7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缦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科缦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科缦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583 广州二天堂制药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3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3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3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蓝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蓝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蓝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韩颜皙虫草酵母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
酵母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颜皙虫草酵母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
酵母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颜皙虫草酵母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
酵母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5857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之魅光感亮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937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富勒烯焕肌滋养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5940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物语之恋烟酰胺维C润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961
广州物语之恋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肌肤之魅新肌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5996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男士控油净爽套-男士控油净
爽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0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24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ANCHIRCH范丘琦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
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3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凝小蓝管唇釉A01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48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樱凝小蓝管唇釉A02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51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贝斯补水丝滑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斯补水丝滑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斯补水丝滑修护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58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凝小蓝管唇釉A03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70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富勒烯焕肌滋养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72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ESEAダブルレイヤーアイシャドウス
ティック０５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8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ダブルレイヤーアイシャドウス
ティック０６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8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ダブルレイヤーアイシャドウス
ティック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8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凝小蓝管唇釉A05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90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ileLife密罗木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密罗木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JuileLife密罗木赋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ドリームランドアイシャドウ(9
シェード)J14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0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凝小蓝管唇釉A04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08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之魅光感隔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36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清肌祛痘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48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尔美红球藻丰盈套-红球藻丰盈冻干
粉+红球藻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55
馨尔（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道参蔻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57
广州石室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权博士佰草植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65
广州权博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Ofe富勒烯焕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74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女神芙清透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84 广州朗启尚美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明眸紧致组合-明眸透
亮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8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男士控油净爽套-男士控油净
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9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19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男士控油净爽套-男士控油净
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1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胶原蛋白轻肌组合-胶
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17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靓肤套盒-焕颜靓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1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肌肤之魅光感透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24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鸾脐带提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金鸾脐带提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金鸾脐带提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2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粉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粉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粉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AYGIRIM水感控油定妆散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3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57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斐丽FELEE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87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斐丽FELEE眉毛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288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EAKOL类蛇毒肽修护冻干粉套组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08
瑞利康森（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茵姿莱舒缓修护水润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11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26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26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26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26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茵妆 O'RLG虾青素臻活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fe氨基酸焕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62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多效平衡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64 广州倍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独品发舞泥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72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7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EYLEE视黄醇奢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视黄醇奢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视黄醇奢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8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全美四季舒润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93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禾谷集活肤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594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贵妇凝时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0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贵妇凝时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0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贵妇凝时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0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贵妇凝时奢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0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苗一坊安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4
广州苗一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国际NWGJ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魔咒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肌魔咒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肌魔咒多肽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0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Ofe富勒烯青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77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EYLEE异VC水光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异VC水光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异VC水光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INCH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88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极光多肽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极光多肽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极光多肽光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祛痘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祛痘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祛痘控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69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玻尿酸补水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RINCH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6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臻颜青春御龄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青春御龄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青春御龄动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09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金盏花植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粉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粉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粉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修护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黄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控油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控油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控油滋润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精华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精华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精华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4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DVEN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90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TATCH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HAMPO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792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PRINCHIC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5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27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3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3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TATCHA TRATAMENTO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30 广州润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6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马鞭草酮迷迭香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马鞭草酮迷迭香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马鞭草酮迷迭香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8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Ofe多肽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88 广州奥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ROTUS海洋清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898 广州极乐鸟科技有限公司

BREYLEE蜗牛柔滑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蜗牛柔滑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蜗牛柔滑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茉然积雪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积雪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积雪草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0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启明桑叶多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0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畅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畅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畅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畅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滋养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滋养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滋养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滋养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1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科酵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5 广州科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屏障修护套-麦角硫因修护精
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6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丰盈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丰盈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丰盈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丰盈抚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29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滋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1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滋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1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滋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1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滋养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1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春天奇迹脐带提取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提取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春天奇迹脐带提取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提取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春天奇迹脐带提取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提取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35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5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5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5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5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安芙蔓黑莓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74 广东易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绪美红参赋能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78 新派（广东）商贸有限公司

FEZXXLIR法皙莲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82
广东艾千素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普拉普媞舒悦沁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6998
广州市东富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酷雅格KUYAGE柔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0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柔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0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雅格KUYAGE柔滑防水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08 广州市伊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Color Mascara (Black)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1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アイライ
ナー　OC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2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アイライ
ナー　SB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22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ダイヤモンドカラーアイライ
ナー　NW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2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珀诗菁纯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32
广州诺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ZERBO莲子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08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利源康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6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芳利源康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6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芳利源康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66 广州芳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花美渡 清凉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花美渡 清凉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花美渡 清凉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717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TOB 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20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可尔玻色因密龄修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57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柔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柔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吉纽古韵坊臻养柔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29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酒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依颜肌贻贝舒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3
广州依颜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灰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KYY高丝卡伊酸性色彩护理胶（绿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0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1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1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1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4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4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4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酒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2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倪启明多肽精华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1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3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7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38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棕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6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典汉爵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49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六度玫瑰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舒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六度玫瑰霍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霍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霍霍巴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6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舒润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舒润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舒润植萃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5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闷青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2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玉雅小颗粒倍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玉雅小颗粒倍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玉雅小颗粒倍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瑞姿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瑞姿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瑞姿温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38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瑞姿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瑞姿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优瑞姿温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禾谷集水感丝滑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1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歌男士洁净爽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15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KCKC COLOR卡奇色彩三合一精致眉笔 
06灰棕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16 广州新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之美经典女王贵妇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原酵母胶原弹力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23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MONSTER CODE蓝铜胜肽熬夜回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34 广州熵增科技有限公司
朵美首惑紧致造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35 广州朵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梵尼胶原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47
瑞梵国际贸易（广州）有限
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上工之孝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6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草本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玫瑰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玫瑰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玫瑰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7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苹果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49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七叶树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葡萄籽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灵芝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2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金谷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3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燕麦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4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甜杏仁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5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羽扇豆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6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小黄瓜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07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BENA多肽舒缓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3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多肽舒缓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3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多肽舒缓保湿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31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夫香水嫩肤滋养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52
广州宝鑫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超宝洋甘菊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洋甘菊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超宝洋甘菊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1
广州市白云区超宝清洁用品
公司

研诗微肌逆时光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2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BENA多肽补水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多肽补水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多肽补水臻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3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祛痘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可尔玻色因密龄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68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乔微娅水光精油顺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84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YCYNIS温和净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598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桐雨塑佳人手臂臻致草本套-手臂臻致
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YCYNIS保湿润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4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婧蔻生姜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生姜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生姜控油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06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HYCYNIS舒缓保湿净润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10
希界（广州）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法颜蔻虫草轻透持妆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虫草轻透持妆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颜蔻虫草轻透持妆粉底液（02#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1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诗原极润明亮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26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赤狐蜜语青春冻干粉+赤狐蜜语青春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28
广州伊旦曼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2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EYLEE视黄醇紧致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视黄醇紧致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视黄醇紧致焕亮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3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EEVOO轻龄抗皱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轻龄抗皱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JEEVOO轻龄抗皱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664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LEJIYAN乐肌颜草本臻萃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16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4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4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尚景源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41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希诗原紧颜焕亮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0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清妍泉芦荟温和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芦荟温和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芦荟温和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净透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净透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净透舒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775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婧蔻橄榄净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橄榄净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婧蔻橄榄净屑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4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红石榴水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红石榴水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红石榴水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88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1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AS CHARMING FACE活性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活性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活性鱼子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妈媚丽诗韵润泽养唇口红哑光豆沙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6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妈媚丽诗韵润泽养唇口红血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7998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妈媚丽诗韵润泽养唇口红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02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0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0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05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哼哈宝贝儿童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24 广州富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KEZHIYA珂芝雅 蓝铜肽易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88048 广州正滋尚贸易有限公司

韩金丽姿浪漫莲花晶透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8117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D密润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187
毓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百草拾光紧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255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脉淇抹抹顺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264
广州新丝路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乔微娅花之恋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23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金丽姿高丽参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29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水草坊姜黄祛痘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35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幽品草本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4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品草本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4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幽品草本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42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狄玛士酸性色彩护理胶（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50
广州市柏乐丝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池井上神经酰胺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55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妈媚丽诗韵润泽养唇口红番茄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56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洛宴焕颜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70
广州姿绽妍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再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79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波蒂沁润舒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82
肆方合田（广州）商贸有限
公司

茵姿莱海葡萄修护果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8384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俪妃氨基酸清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07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俪妃靓颜清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12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康晨美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康晨美多肽水光冻干粉+多肽水光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2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轻薄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轻薄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轻薄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888粉褐
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888粉褐
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888粉褐
白桃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6烂番
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6烂番
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6烂番
茄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518泫雅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518泫雅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518泫雅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赫兰妃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38 广州花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津萃集舒缓修护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42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明珠御颜阳光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阳光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阳光冰晶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黔岭一方温一方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66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雅皙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48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颜閲色营养修护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502 广州春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正物杂良冰肌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602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草本美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68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吉菲丝蛋白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769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绮慕时光多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02 广州卡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肤美琥珀魅肤浓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06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每芙美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每芙美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每芙美甘草亮肤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14
广州艾金万德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代妮曼补水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16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華貌清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19
广州市妙多姿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娜依莉舒缓倍护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85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肤美桃花蜂蜜甜心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86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颐芯源去屑止痒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88 广州润色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香肤美百香花香怡人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0 广州聚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多肽焕颜修护套多肽焕颜
修护冻干粉+多肽焕颜修护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1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88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88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娜萨慕斯哑光雾面丝绒唇釉 N6688肉桂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悦堂多效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898 广州本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NGARRE梦格莉柠檬红糖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8900 广州颢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萃集熬夜赋活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8968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草坊穿心莲净爽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8969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赛美康盈润通调套小分子肽调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88987
广州众志成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紫花仙多肽紧致凝胶法令纹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88991 广州市莱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琰紧致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7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琰紧致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7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佩琰紧致肽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76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2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雪润亮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09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奢赏之恋温和眼唇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2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研诗臻奢凝萃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37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研诗氨基酸柔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51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净肤套草本清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70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致菲诗清颜祛痘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76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菲诗清颜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80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汐颜玻尿酸遮瑕BB霜02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187 广州明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姿美尔男士修颜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06 广州乐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草本清肌卸妆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1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诺斯莉 红没药醇赋活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3 广州雅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1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寻品汇草本亮肌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3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亭姿蛇毒肽蛋白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64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花蔻源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68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寻品汇草本盈润亮肌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295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DDF&CAMILLE DC乳液润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14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草本养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22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情雅依旧倾心丝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56 广州雅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omskin+德玛适复合酸祛痘按摩修
护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7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omskin+德玛适复合酸祛痘按摩修
护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7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momskin+德玛适复合酸祛痘按摩修
护精华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372 广州康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妮拉清透娇嫩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4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妮拉清透娇嫩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4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妮拉清透娇嫩隔离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41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妃娇颜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449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一枝春蚕丝蛋白清爽去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5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蚕丝蛋白清爽去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5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枝春蚕丝蛋白清爽去痘面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597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然韵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6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然韵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6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芊然韵黄金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66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草拾光弹润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694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UOLUIC植物精萃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89699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蔓睡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01
鑫合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多肽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2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璀璨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4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ダブルカラーマスカラ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5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ダブルカラーマスカラ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5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ダブルカラーマスカラ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58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ダブルカラーマスカラ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6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再護石斛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6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石斛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6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石斛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6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伊诗佰俪唤活补水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77
广州博康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沣月奥蒂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92 广州沣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缇施纳诺滋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793
蔻依芙（广州）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

代妮曼灌肤水合水+代妮曼海藻灌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01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德堂婴儿海藻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03 广州广德堂药业有限公司

dbs塑颜紧致提拉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08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再護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3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3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3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ime Master左旋VC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40 广州倾慕贸易有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清洁洗发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42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研诗焕颜透亮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47 广州溪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GK氨基酸精油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64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鳯飛瑤臻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鳯飛瑤臻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鳯飛瑤臻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鳯飛瑤臻养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佳颜谷语葡聚糖水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谷语葡聚糖水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颜谷语葡聚糖水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7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莉思焕颜补水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887
广州爱莉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羽慧锦堂多肽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11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润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润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润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代妮曼灌肤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42 广州雅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科品美紧致蛋白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60
广州暨创品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朵元秀瓷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76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8999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雅纤秀优雅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0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雅纤秀优雅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0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雅纤秀优雅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03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娜依莉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34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塑堂 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4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迪尔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83
医妆（广州）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CGK植物去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84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CGK氨基酸控油蓬松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85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CGK参姜健发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86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蜜爱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蜜爱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蜜爱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6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7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7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7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8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8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丰盈冻干粉+丰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8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099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0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2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2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黛美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02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元秀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37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朵元秀瓷肌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38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透明质酸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透明质酸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千植上品透明质酸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章王薰衣草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51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5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5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乔丝蔻迷情香水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52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章王藏红花去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73 广州章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B持久防水液体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0199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MIB艺术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00 广州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DAISCARL水漾柔丝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09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DAISCARL水漾滋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11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均妮雪肌焕颜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12 广州均妮贸易有限公司
惠戈HUI GE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13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显肌xianj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16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瑞俪修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48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49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檀香雪松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1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洗发水（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3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樱花和果子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4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井泉山谷护发素（跃动牙买加香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池井上虾青素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6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XDAIR绿宝瓶梨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59
广州蜜丝黛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礼焕颜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64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红模奢宠雾面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71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洋甘菊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4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28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韵承悦透明质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302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菊籽故事可卸甲油胶87 粤G妆网备字202109030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Junos Murmur艾家物语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3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os Murmur艾家物语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3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unos Murmur艾家物语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0311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玻尿酸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37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OBQUE澎澎透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4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西柚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4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西柚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4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西柚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4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lovly spots眯眯眼光感新肌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62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KRNOBQUE魅眼菁华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6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典光采鲜润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64
广州市瑞泉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WAOSA圣维澳莎光感修护玉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6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临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66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千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77 广州千屈日用品有限公司
挑妆Tunzone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90996 广州阳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白池花神经酰胺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08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多肽时光肌弹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13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靓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22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24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苗一坊安肤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28
广州苗一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RNOBQUE莹肌粉黛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3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OBQUE魅眼菁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4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朗玉草本净颜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4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香柏安奢宠润颜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51
广州市霖茵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滢悦肌肌底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59 广州肌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舍颜植花舍娇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078 广州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占芭精萃紧致水嫩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09
广州市金占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金占芭精萃紧致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16
广州市金占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bs新肌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30
广州冰洁绣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保湿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保湿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保湿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3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优即美多肽焕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4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优即美多肽焕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4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优即美多肽焕颜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42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靓肤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44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晚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52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日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57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菁肤堂净透莹润套-莹润遮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5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KRNOBQUE柔肤净澈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7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肤堂净透莹润套-净透草本美肌膜+净
透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7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菁肤堂净透莹润套-莹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菁肤堂净透莹润套-莹润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7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菁肤堂净透莹润套-莹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7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RN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83
广州爱西美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娇宠青苹果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青苹果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青苹果清爽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18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AGG舒缓修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222
天然美（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KRNOBQUE澎澎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1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舍颜植花舍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25 广州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2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fidixh多纷迪丝沁水润颜隔离霜(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30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曼尔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43
广州雨之露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LONCA滋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70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姿美临酵活芯肌卓能修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71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执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3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金缕梅控油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02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涩砍刀型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1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砍刀型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1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砍刀型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1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17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wish水润柔雾塑颜阴影棒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0
友品国际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蜜禾小薇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禾小薇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蜜禾小薇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特亮丝柠檬清新劲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5
广州特亮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琳秀坊草本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4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5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妞妞玛姬达德尔双用彩色笔-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47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松露古源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松露古源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白松露古源珍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5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6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坊百草 妃养坊润养萃取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62 广州苗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蜂迷美肤透润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6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倚后持久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88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持久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88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持久流畅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88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诗琳YUNSHILIN甲油胶（底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95 广州伊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诗琳YUNSHILIN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97 广州伊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诗琳YUNSHILIN甲油胶（免洗封层） 粤G妆网备字2021091498 广州伊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净颜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净颜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净颜舒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0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珊瑚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2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2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豆沙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2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枫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3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植物滋润口红浆果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35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DD焕润修护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547
毓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粉底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17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FEIPOEM角鲨烷紧致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角鲨烷紧致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角鲨烷紧致按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3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丛梗藻植萃舒润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丛梗藻植萃舒润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FEIPOEM丛梗藻植萃舒润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YALLAY青春多肽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ABYALLAY青春多肽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ABYALLAY青春多肽定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滋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48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楮留香精致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62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滋轻柔顺滑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轻柔顺滑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滋轻柔顺滑养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玫瑰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72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DNIYNO多肽胶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168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7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7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71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青春蛋白冻干粉+青春蛋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88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9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9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9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XIYUAN嬉媛吉祥如意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091999 广州嬉媛化妆品有限公司

Jyuexj暨悦芯肌芯肌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02
暨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戈缔姜汁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22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戈缔冰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26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念槿花安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27 广州伊之蓓化妆品有限公司
VLONCA薇罗尼卡流金水玻尿酸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43 广州茜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洁舒氨基酸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58 广州小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素美肌肤紧致冻干粉+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5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素美肌肤紧致冻干粉+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5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妃素美肌肤紧致冻干粉+肌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59 广州熙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古伊美贵妇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078
广州阳辉天下品牌管理有限
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二
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0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二
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0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二
裂酵母柔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0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虾
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虾
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蔻草虾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套装-虾
青素二裂酵母冻干粉+多肽胶原蛋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丽蒂雪莲花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雪莲花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雪莲花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231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灰姑娘蓝铜肽时光逆龄双层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灰姑娘蓝铜肽时光逆龄双层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灰姑娘蓝铜肽时光逆龄双层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491 广州御清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PETITJEAN珀蒂金山茶花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594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dung薰衣草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595
广州冬己婴童护理用品有限
公司

PETITJEAN珀蒂金红石榴乳木果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598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TITJEAN珀蒂金玫瑰海盐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00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冷杉先生的桃花馆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06
冷杉芳香教育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净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冷杉先生的桃花馆桂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21
冷杉芳香教育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魅自然魅颜鲜肌溶酶液+魅颜鲜肌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24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蒂娅氨基酸丝滑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29
广州三次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冷杉先生的桃花馆大马士革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35
冷杉芳香教育咨询（广州）
有限公司

妙颜肌蜜玻尿酸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37
美肤莱（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肌琳莎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琳莎樱桃变色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41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画中花 水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画中花 水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画中花 水润丝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698 广州美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柔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柔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柔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伊哲水动力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01
中奥（广州）医疗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光感冰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光感冰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光感冰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维斯云云萃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2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C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3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C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3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C紧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3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玻尿酸深度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4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臀部按摩套-臀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臀部按摩套-臀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臀部按摩套-臀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8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四肢按摩套-四肢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四肢按摩套-四肢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四肢按摩套-四肢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5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背部按摩套-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背部按摩套-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背部按摩套-背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6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自然奢宠氨基酸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62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亭姿蛇毒肽二裂酵母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66
广州兰亭姿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臻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臻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草本植萃套-臻颜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尔健美肤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尔健美肤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尔健美肤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79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肌底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肌底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肌底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尚美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尚美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汇尚美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自然魅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85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碧绮水润靓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欧碧绮水润靓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欧碧绮水润靓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2799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水润亮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1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草季水漾植萃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17 广州潮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虹丹盛雅焕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2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腹部按摩套-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腹部按摩套-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影国际腹部按摩套-腹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草季水漾保湿清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48 广州潮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亮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5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微萨丽咖啡清透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60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源肌泉菩提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6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源肌泉菩提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6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源肌泉菩提花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65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JURSUL汝丝复活草藴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91
广州佳贝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肌淳 润肤清爽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896 广州纯肌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公仆沁润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2900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DLS孔雀石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90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纯肌淳 臻宠护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945 广州纯肌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LaErNi熊果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950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本草菁老生姜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2956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Cziran光感美颜粉底液02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14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采世家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膜采世家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膜采世家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Cziran光感美颜粉底液03小麦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32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ziran光感美颜粉底液01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35
广州御医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诺·清颜温润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3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倪启明红没药醇头皮净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53
高雅妍植（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颢马水马力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62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琪贝姿舒缓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68
广州琪贝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71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颢马火马力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0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保湿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柔嫩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柔嫩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柔嫩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8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颢马木马力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199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0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0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香氛泡沫沐浴乳（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0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妮菲kangnifei微肽修护冻干粉套-微
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04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滢润清透保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11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本源修护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14
广州暨本源基因生物工程有
限公司

Qingke清克依克多因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24
广州清克个人护理品有限公
司

FAITHPITT凡碧诗谷胱甘肽焕颜冻干粉+
焕颜嫩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33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裸妆宣言裸妆粉底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36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精华乳01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76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澳蔻斯O'COUSE小黑裙扣扣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80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露碧诗毛孔收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82 广州倩怡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蔻斯O'COUSE小黑裙邂逅香水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88 广州澳蔻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黛雅玉面瓷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瓷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瓷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瓷肌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29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鼎运堂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能量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鼎运堂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姿恋小白瓶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姿恋小白瓶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姿恋小白瓶酵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2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素茜依克多因羊胎素倍润修护冻干粉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30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肌淳 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32 广州纯肌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戈缔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53 广州戈缔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六胜肽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7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草菁橄榄油滋养顺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79
广州龙谛健康产业科技有限
公司

YILIBES依俪贝思胶原莹润补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86 广州梵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因亮颜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39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因亮颜肌底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03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0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0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0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索璞 白松露雪肌嫩肤保湿水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13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水光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1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舒缓柔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1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奕蛋白肌修颜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奕蛋白肌修颜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奕蛋白肌修颜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2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净润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2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采薇集绿豆泥爽肤净透亮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29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3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玉肌锁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玉肌锁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玉肌锁水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裸妆宣言小滴管轻透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461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1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舒缓微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73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润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76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59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06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臻爱奢宠水光肌定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38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俪妃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45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秒肤水嫩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水嫩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水嫩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4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亮雪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4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汐卉XIHUI温润柔和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卉XIHUI温润柔和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汐卉XIHUI温润柔和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67 广州俏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达人元烟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达人元烟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达人元烟酰胺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7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焕亮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8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梦保湿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89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肌底赋活纤连蛋白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98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肌底赋活玻尿酸钠补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3699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OB紧致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01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诺·清颜水光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1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津泊兰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津泊兰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津泊兰祛痘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2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蔻诺·清颜美眼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2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肌淳 氨基酸清透净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51 广州纯肌美容仪器有限公司
禾谷集氨基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8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生皙金钗石斛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85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兰青春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净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7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塑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0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紧致凝时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紧致凝时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紧致凝时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柔棉密语鎏金甜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26
广州市密语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BAOJILAI宝肌莱控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29
广州笑颜祛痘护肤品有限公
司

角色容颜舒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6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柔棉密语鎏金蕙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79
广州市密语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Drcr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83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cr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83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cr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83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洛莎MO LUO SHA轻润焕颜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888
广州品荐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

浠梵琳 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02
广州浠梵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芦荟胶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荟胶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荟胶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DECOLLETAG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DECOLLETAG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JAMES-ADVANCED HYDRATION SILK 
DECOLLETAGE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19 广州南芳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5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5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净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5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臻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6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颜辰水密码唤新祛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74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亮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7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氨基酸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84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水感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9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奢宠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奢宠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诱栩丞奢宠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97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睛采时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399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赤狐多肽嫩活蕾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00
广州伊旦曼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日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11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正康调理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1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姿语弹力保湿紧致眼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15
广州裕通国际日用品有限公
司

奢丽晴薇焕颜透亮精华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21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MG·SCF焕颜润肤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2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抚纹紧
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3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亮眼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4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童颜时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の睫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の睫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の睫 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眼部卸
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尚境创意塑型头发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3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尚境美莱清香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67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時光自由多肽双重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73 广州时光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瓷肌亮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瓷肌亮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瓷肌亮透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77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培兰朵艾叶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087
广州天生天养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2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2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素平肌底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肽修护
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29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肌梦积雪草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00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颜术积雪草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01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眼睛彩家居护理套组-眼睛彩卸
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AFFICK梦幻乌托邦四十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22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兰缘六胜肽酵素富勒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24 广州御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美姿强力定型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47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蜂皇蜜润亮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393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AP·SCF眼睛彩家居护理套组-眼睛彩焕
彩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3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池井上玻色因紧致抗皱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38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40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圣罗娜 SANLOURAN SLR微蛋白多肽紧致
黑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41
广州市幸福天使控股有限公
司

野杁沉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45 广州格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圣罗娜 SANLOURAN SLR微蛋白多肽紧致
黑金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47
广州市幸福天使控股有限公
司

野杁沉香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48 广州格物健康科技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舒润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5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朗玉草本净颜美肌亮肤组合-焕颜美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5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秒肤光感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光感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秒肤光感亮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7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496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夜用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07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2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酿鱼子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50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水酿兰花臻萃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55 广州熹若秀贸易有限公司
幻谷宣妍  臻萃润颜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57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XB·SCF轻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6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轻奢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6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精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64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西崇润芯修护高弹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6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三生皙谷胱甘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谷胱
甘肽冻干粉+银耳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74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知丝堂姜汁养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83 广州圆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XB·SCF天鹅颈美颈霜组合-XB·SCF焕
颜沁透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天鹅颈美颈霜组合-XB·SCF紧
致透嫩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9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天鹅颈美颈霜组合-XB·SCF魅
惑丝滑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9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天鹅颈美颈霜组合-XB·SCF润
泽修护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59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天鹅颈美颈霜组合-XB·SCF丝
滑透润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0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CHARM诱惑大眼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04 广州新族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小蓝瓶净颜美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1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Remember Kiss勿忘之吻梦幻星闪定妆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19 广州铭璨化妆品有限公司

HORMARS石墨烯净颜嫩肤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28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ORMARS小分子蛋白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30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秀所玫瑰舒缓塑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玫瑰舒缓塑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玫瑰舒缓塑颜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63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因丽尔透亮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03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婳笔肌肽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07
广东省臻爱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LBP修护冻干粉黄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13 广东领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BP美颜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17 广东领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藜焕凝微胶囊保湿妆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72
广州臻炜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斐斐艾尔葡萄籽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葡萄籽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葡萄籽精粹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8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缇雅·香集红石榴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4896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BAGLI小雨燕窝补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26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颢马金马力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29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Pink Season水蜜桃焕亮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Season水蜜桃焕亮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Pink Season水蜜桃焕亮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3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寡肽舒肌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35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PONY ENERGY佩琪妮纤长卷翘防水睫毛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36 广州市同福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发丝呵护柔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4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发丝呵护柔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4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芳秀发丝呵护柔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45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颜术美颜芯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66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6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6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67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奇幻膜术玻尿酸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75 广州兰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NAYIN雪肤润泽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4995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祥宫草本养护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008 广州市欣创化妆品有限公司
FSGS逆颜赋活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0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SGS逆颜赋活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0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SGS逆颜赋活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01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丽晴薇焕亮美肌防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018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媛博士DR.VENUS紧致提升冻干粉+紧致
提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125 广州正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俪妃玻尿酸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44
广州市俪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5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睿肤之谜靓肤滋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62 广州微颜贸易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黄金莹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黄金莹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IPK恒时凝颜黄金莹润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姿雅修护冻干组合修护溶媒液+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2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酥润晶莹胸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御养姜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娴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27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0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酥润清莹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酥润清莹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酥润清莹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1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莲姿雅多效弹润抗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14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尚境轻盈泡沫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21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清韵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美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韵柔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班美夫人草本修护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38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SCF眼睛彩家居护理套组-眼睛彩养
眼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4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公主膜法奇缘 小绿瓶洁面慕丝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54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盛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盛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盛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妢柏烟酰胺水光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72 广州雅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丽妆薰衣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77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眼部凝
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ZEESEAルミナスインプリントリップス
ティックＮ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8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ルミナスインプリントリップス
ティックＮ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9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ルミナスインプリントリップス
ティックＮ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9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可皙多肽紧致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94 广州雪之彤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ルミナスインプリントリップス
ティックＮ０４

粤G妆网备字2021095396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唯美丽妆艾草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06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美丽妆老姜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09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眼睛彩家居护理套组-眼睛彩紧
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1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欣菲琳时尚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22 广州彪正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光感晶透雪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2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美丽妆玫瑰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28 广州翎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带龙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带龙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玉带龙复活草修护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3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anmei安茜多糖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lanmei安茜多糖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lanmei安茜多糖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52 广州丽研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5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指伊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63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指伊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63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道古方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475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8# 粤G妆网备字2021095583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BAGLI氨基酸蜜桃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09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凝瞳眼部奢养玫瑰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15
广州尊容进出口贸易有限公
司

姿诗莜美薰衣草晚安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20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禾谷集植物轻柔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35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38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38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悦尔养护套-悦尔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38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AGLI氨基酸滋养香氛沐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42 广州缪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丽晴薇臻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46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禾谷集美肌多效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650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SCF美眼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2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黄瓜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43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朗玉草本净颜美肌亮肤组合-焕颜美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宝趣玫瑰玫瑰柔润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61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亮颜润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88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紧致弹力淡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796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ISCARL抗衰护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01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巨补水保湿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06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梦清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17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舒缓修护弹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20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拾光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25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姿语海洋胶原弹力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27
广州裕通国际日用品有限公
司

诺美荟肌底保湿舒缓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37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水光优化嫩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58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膜力泉臻萃焕颜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70 广州七彩日用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胶原蛋白亲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78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施积雪草冰晶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95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蓝莓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589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紫易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易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易源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易源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易源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紫易源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束花秀玻色因寡肽抗皱冻干粉套装-玻
色因寡肽抗皱冻干粉+玻色因寡肽抗皱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49 广州市鑫龙鑫商贸有限公司

余几光感晶透雪肤冻干粉+光感晶透雪
肤溶媒+光感晶透雪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53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束花秀玻色因寡肽抗皱冻干粉套装-玻
色因寡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5958 广州市鑫龙鑫商贸有限公司

涵黛雅玉面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玉面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2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淼淳氨基酸山茶花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淼淳氨基酸山茶花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淼淳氨基酸山茶花清洁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涵黛雅清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清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清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清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6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幻谷宣妍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71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洋穎堂氨基酸香氛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93 广州蕙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19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茜茜螺黛生花眉笔（纤细版）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1 广州茗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XIAOGUANHU小罐护锁水养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4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丽御雅美韵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IAOGUANHU小罐护炫亮护色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19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光感凝肌修颜隔离霜
（紫）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22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CKIQUEN诗卡奴光感凝肌修颜隔离霜
（绿）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33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禾美妙龄多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34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首蔻氨基酸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49 广州梵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千人千色霓幻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65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听芙 玉颜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80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缇莎氨基酸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缇莎氨基酸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缇莎氨基酸嫩肤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097289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美堂多肽鱼子奢宠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313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327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佳美姿保湿护卷Q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336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Jyuexj暨悦芯肌美仑美焕套-蓝肽修护
冻干粉+蓝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351
暨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伊澜雪肤活采皙亮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394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10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富勒烯奢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1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35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B·SCF净润活力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INZILEL茵姿莱富勒烯多肽焕颜修护冻
干粉+富勒烯多肽焕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67
广州茵姿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帝之媒娇韵紧致抗皱套装-娇韵紧肤
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78 广州市阳朵科技有限公司

型卡女人香蛋白丝柔润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85 广州市东歌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皮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皮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Super Next Girl皮肤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4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颜术秘龄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06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CF活力修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1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B·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1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UCU奢宠紧致焕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33
广州市看准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DB·SCF活力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4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VENUS BELL天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5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6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DB·SCF活力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7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伊澜雪肤活采皙亮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589
商迪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施琳蔓肤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凝时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CF活力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2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俏美敷银耳水漾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33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35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茶树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39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美敷银耳水漾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41 广州妍秀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SCF水润平衡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5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B·SCF活力水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6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羊樓洞茶润舒颜修护莹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03 广州觅尚商贸有限公司
庐月奢宠水漾净颜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08 广州庐月阁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婳笔肌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7
广东省臻爱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珀ZHENBO沁润凝时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组合-海洋
精粹复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3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公仆沁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42
公仆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YUMAYAN六胜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49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媚阁植物酵素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51
精华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施琳蔓肤琥珀菁萃净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琥珀菁萃净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琥珀菁萃净肤洁颜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瑞时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洛娜思水光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洛娜思水光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洛娜思水光鲜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79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芯颜术清透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30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根源堂多肽焕颜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36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滋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37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PTI PRO-XYLANE ANTI-WRINKLE 
POWDER MASK SET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PRO-XYLANE ANTI-WRINKLE 
POWDER MASK SET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PTI PRO-XYLANE ANTI-WRINKLE 
POWDER MASK SET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50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ACE LADY Liquid Eyeli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63 广州市天珺姿贸易有限公司

CHOVEMOAR RIC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 RIC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CHOVEMOAR RICE CLEANSING FO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7870
广州市明月亮化妆品有限公
司

EcoLchi CONDITION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22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EcoLchi COLLAGEN THERAPY TREATMENT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25 广州程熙化妆品有限公司

云微冠壳多糖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32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FLBEDO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sich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isich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isich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isich Hair  Growth Oil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2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CENTHOUSE BEACH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HOUSE BEACH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SCENTHOUSE BEACH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56 广州欧淼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蔻氨基酸植萃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7977 广州梵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姥爷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0
广州美伦克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THBRO DARK SPOT corre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DARK SPOT corre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DARK SPOT corre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THBRO DARK SPOT corretor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3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gelicMisto ANTI AGING CAFFEINE 
SERUM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gelicMisto ANTI AGING CAFFEINE 
SERUM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gelicMisto ANTI AGING CAFFEINE 
SERUM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ngelicMisto ANTI AGING CAFFEINE 
SERUM COMPLEX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6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7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eBeauti？EYELASH GROWTH SERUM
（gold)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0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4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4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4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CLOVER ALPS GLACIER  OXYGENATING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8045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多纷迪丝羽缎细滑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098105 广州俊达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アリス カラーコントロール
ベース BP

粤G妆网备字202109811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ITY MAKEUP MASTER CHEEKS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MASTER CHEEKS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CITY MAKEUP MASTER CHEEKS PALETTE 
Autumn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62 广州清碧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　アリス カラーコントロール
ベース PP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7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　アリス カラーコントロール
ベース MG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7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贵冰多肽紧致焕颜精华液+多肽紧致焕
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80
广州市宝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盈韧滋养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285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evie PINOT NO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PINOT NO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PINOT NO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PINOT NOIR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3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李肤泉草本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4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乔美堂多肽鱼子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09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粉底液（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17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可尔鲑鱼籽焕颜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18
广州市豪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李肤泉草本童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24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豆清芦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豆清芦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豆清芦荟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纤连蛋白抗皱冻干粉+
紧致淡纹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套盒-
龙血精萃匀净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肤泉草本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6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B·SCF活力美眼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4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瓷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瓷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英娜姿微肽瓷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35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1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15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肌颜LEJIYAN多效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29
广州市海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舒缓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3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肤泉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35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凝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凝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 FEI POEM 龙舌兰安肌舒缓润泽套
盒-龙舌兰安肌凝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凝肌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4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幻谷宣妍莹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53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寡肽
舒护溶媒液+寡肽舒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寡肽
舒护溶媒液+寡肽舒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寡肽
舒护溶媒液+寡肽舒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峰丽棠 灵芝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8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 灵芝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8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峰丽棠 灵芝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68
广州诺德丽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身爱之物 滋润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滋润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身爱之物 滋润丝滑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1 广州凯芙婷化妆品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7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柔润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87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涵芦荟深层净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89 广州安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TEA幽缇虾青素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9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虾青素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9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BUTEA幽缇虾青素精华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94
一妆美事（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FLBEDO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49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优润   氨基酸香氛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3 广州绾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5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莉姿多肽塑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0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组合-海洋
精粹复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1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首蔻角蛋白植萃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15 广州梵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妍菲酵母补水滋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20
广州光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三生皙依克多因安舒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42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暖妍婴儿安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47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组合-海洋
精粹复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48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CARE哲科蜂王浆多肽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65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istyRain丝熙秀蜂蜜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585 广州烟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藏红花童颜抗皱青春定格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15 广州市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组合-海洋
精粹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2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酷格KUGE藏红花童颜青春定格舒缓抗皱
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28 广州市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向肌元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31
广州菲瑞尔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美匠臣MEIJIANGCHEN贵妇黄金肌肽青春
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40 广州市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一坊安肤洁面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51
广州苗一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微冠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5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MistyRain丝熙秀蜂蜜去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56 广州烟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享靓颜修护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58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vie BOOSTING MASK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BOOSTING MASK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BOOSTING MASK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BOOSTING MASK POWDER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6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西崇去屑润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92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西崇去油蓬松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69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DB·SCF活力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0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卉莱美山羊奶水润紧致美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11
广州卉莱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崇头皮调理舒缓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1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暖妍多肽紧致赋弹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40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G·SCF皙透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4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5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黛雅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蓝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5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SERU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79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草拾光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792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百草拾光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04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JY＇LAN＇Z津兰熙甄享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12
广州津兰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SCF净润柔肤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4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妤鲜青春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72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鲜青春焕颜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77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童颜科美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童颜科美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童颜科美童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御龄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8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清透雾幻隔离乳2#紫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鲜青春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6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vie ALPS EDELWEISS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CREAM MASK 粤G妆网备字2021099898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evie ALPS EDELWEISS MASSAGE CREAM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17
广州市美研达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云微冠神经酰胺冰肌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2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丝碧扬 鲑鱼籽胎盘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2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丝碧扬 鲑鱼籽胎盘胶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27
广州市瑞康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暖妍多肽紧致赋弹养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34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天永生二裂酵母肌活柔嫩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099975 美天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透明质酸钠水光修护贴（舒缓
肌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27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尼古罗斯男士护理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38 广州鼎焱贸易有限公司

云微冠嫩肤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冻干粉+外泌体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冻干粉+外泌体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珀斯外泌体修护冻干粉+外泌体修护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4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神经酰胺锁水美肌微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6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eeFiori花能金钻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62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愫美地带维他命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64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Fiori花能金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70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媚阁植物头皮洗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72
精华本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年轻能艾地苯玻色因奢华菁萃紧肤套盒
-艾地苯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83 广东理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李肤泉草本优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84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肤泉草本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185 广州良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撒迷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0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阿撒迷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0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阿撒迷透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0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颜菁纯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1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ianying芊滢水嫩雪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20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2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凝时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8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凝时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8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凝时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8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凝时赋活弹性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8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芬芳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88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暖妍多肽紧致赋弹透亮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299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研清 透润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04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清雅丝绒小细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1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清雅丝绒小细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1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LYNA贝玲娜清雅丝绒小细跟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10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妮雅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18 广州尚健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29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asyout复活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asyout复活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easyout复活草水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55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多肽玻尿
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56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亮肤水漾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62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水肌活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63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花朴思丝绒雾面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65 广州市花朴思贸易有限公司

伊贝堂奢润美肌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68
广州市伊贝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草博士肽分子赋活修护套-青春补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370 广州市瓷雪美容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0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04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甄朴蓝铜胜肽水漾焕颜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06
即白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莲恩朵丽赋活奢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22 广州如初文化艺术有限公司
ORDINARY CHARM凡姿DB·SCF小绿瓶修
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3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孕茉植物精粹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4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秘享靓颜臻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62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姜汁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66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细腻柔雾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细腻柔雾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SENLAY美莲诗细腻柔雾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84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蕙质净颜靓颜养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92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吕后净澈洁颜润肤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494 广州赛蝶化妆品有限公司

黃飛鴻草本舒活养护调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10
黄飞鸿（广州）大健康科技
有限公司

暖妍葡萄籽清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17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研清 萃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18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芙研清 叶绿素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19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佰草修颜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29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仙妩媚莹润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莹润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莹润雪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雪肌靓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雪肌靓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瓷皙肽厚雪肌靓肤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72 广州天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研清 植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82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599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奢润晶透舒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0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烫染保护专用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2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2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清怡蓬松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26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1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发芯水分滋养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4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琳秀坊草本清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5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修护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61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娇云慕虞美人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66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暖妍洋甘菊倍护宝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73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享复合修护冻干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75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暖妍多肽紧致赋弹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78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美夫人紧致修护保湿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681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珠珠爽植物醒肤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0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珠爽植物醒肤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0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珠珠爽植物醒肤活力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03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UB维生素E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22
广州美尚优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妗采草本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36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妗采草本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50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5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2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活力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64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撒迷沁润菁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阿撒迷沁润菁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阿撒迷沁润菁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知丝堂姜汁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5 广州圆亚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玫瑰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76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肤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80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雯芙wenfu臻粹舒颜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芙wenfu臻粹舒颜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芙wenfu臻粹舒颜水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798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保賏安婴儿舒缓走珠冰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87
广州泰徕素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保賏安婴儿舒润防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88
广州泰徕素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保賏安婴儿水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89
广州泰徕素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芊羽金枝赋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9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9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9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099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茉然光采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光采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光采多重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0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丝雅 氨基酸香氛修护轻羽香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23
广州清丝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瑶黛臻颜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38 广州瑶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研清 舒润眼部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47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草本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04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1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1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1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棠黛赋活焕颜靓肤套盒-赋活焕颜滋养
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25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郁金香臻肌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37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宝菲泉男士烟酰胺润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菲泉男士烟酰胺润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菲泉男士烟酰胺润透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40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男士清爽润透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男士清爽润透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泊诗妍男士清爽润透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51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玉峰莲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玉峰莲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玉峰莲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玉峰莲香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柔皙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7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79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飞丝雪纱丝柔妆前隔离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188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棠黛赋活焕颜靓肤套盒-赋活焕颜美肤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27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研清 幼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36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koigoddess透润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goddess透润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oigoddess透润水感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3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4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潘头域淘米汤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潘头域淘米汤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潘头域淘米汤头发清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6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泉雨溪草本修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草本修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草本修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5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研清 植萃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66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妗采玫瑰秀丝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77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8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8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营养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8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韩囧分区控油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296
广州苏珊娜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BRM蔷薇诱惑淡彩润唇膏（R-10）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BRM蔷薇诱惑淡彩润唇膏（R-10）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BRM蔷薇诱惑淡彩润唇膏（R-10）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06 广州市伊亮日用品有限公司
棠黛赋活焕颜靓肤套盒-赋活焕颜紧致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07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HFYM郁金香柔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1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棠黛赋活焕颜靓肤套盒-赋活焕颜时光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14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NUOMEISI诺美思丝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UOMEISI诺美思丝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NUOMEISI诺美思丝滑防水眼线胶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2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M'SR水润丝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22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羽慧锦堂屏障修护套-麦角硫因修护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4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植肤兰复活草熬夜复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58
佳洁丽美化妆品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魅丝香氛丝滑润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60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东方传祺美人植萃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70
广州颐养蜜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修护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38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ZEESEAブライトカラーダブルヘッドア
イシャドウペン０１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03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ブライトカラーダブルヘッドア
イシャドウペン０２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04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ブライトカラーダブルヘッドア
イシャドウペン０３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10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雪箔妃多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14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ZEESEA惑星ハイライト ML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19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惑星ハイライト MB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21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惑星ハイライト GP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37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EESEA惑星ハイライト VG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45
广州市姿色海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泊岚肩颈养护草本套装-肩颈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箔妃柔嫩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73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颜馨仪秀姿丽质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秀姿丽质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秀姿丽质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74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FYM臻品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1491
广州市暄之妍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潘头域植物修护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潘头域植物修护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潘头域植物修护沐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18
广州市奥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3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因丽尔修护面部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47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vtv丝质蓬松去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597
广州薇美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蕙质净颜肌养修护冻干粉套组-肌养修
护冻干粉+肌养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10
菲艾图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娇舒百颜逆龄蛋白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舒百颜逆龄蛋白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舒百颜逆龄蛋白粉+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1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叁时玖号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叁时玖号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叁时玖号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0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活力臻美精华
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活力臻美精华
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活力臻美精华
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6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御美养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御美养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御美养护草本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58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莎泉水润清透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71 广州源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箔妃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680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百花姐姐二裂酵母双层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02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美肤养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美肤养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语自然美肤养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2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Caarla鎏金晶润丰唇釉 003#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24 广州卡尔拉商贸有限公司

魅丝香氛丝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57
广州依玫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沂玥九色眼影盘02蜜桃啵啵 粤G妆网备字2021101786
广州市周大闪电传媒有限公
司

沂玥九色眼影盘01蜜橘碎金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08
广州市周大闪电传媒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紧致精华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10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臻萃焕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19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炫氏女性保养活力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21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草本活力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22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氏佰草活力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23 广州炫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传祺美人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33
广州颐养蜜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rve虾青素肌肽精华液+黄金蛋白线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4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5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5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俏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52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6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6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6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余光中的回
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余光中的回
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余光中的回
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沐浴慕斯（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AIWO耐沃茶多酚滋润丝滑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76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草本植萃平
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草本植萃平
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草本植萃平
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NAIWO耐沃茶多酚去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87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花姐姐栀子花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95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9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9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9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赋活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1897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修雅芙玫瑰晶采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1904 广州韶夏传媒有限公司

美赞妍山茶花调肤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1909
广州大美相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名莱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维他命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29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玫瑰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0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玫瑰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0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玫瑰精粹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05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AMUQI卡慕奇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18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清痘活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26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芮控油细肤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36 广州可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NOELANI诺艾兰妮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48 广州色酷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4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水之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水之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水之源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5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7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玫瑰晶采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77 广州韶夏传媒有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积雪草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80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净润美客净润亮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398 广州泓霖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i jichuyu葡聚糖多肽修护冻干粉+葡
聚糖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08 广州美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舒纹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舒纹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舒纹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13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TAL LOOK油头小子亮发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16
广州市淘淘乐商务服务有限
公司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复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思美逆时光羊胎素多肽修护冻干粉+羊
胎素润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1
广州思美国际美容科技有限
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银耳多糖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皙之妮氨基酸修护亮泽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氨基酸修护亮泽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氨基酸修护亮泽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3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媚集尊享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45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至简舒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至简舒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至简舒润安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0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出众时光甘草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出众时光甘草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出众时光甘草精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16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美皙之妮氨基酸去屑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氨基酸去屑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氨基酸去屑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月夜光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5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莱娜塔夜光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7 广州乐伊贸易有限公司
颜奢汇清素肌底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2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补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补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补水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6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东方传祺美人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82
广州颐养蜜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龄密码俏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俏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俏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龙胆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龙胆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龙胆草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6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多肽舒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多肽舒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诗博伊然多肽舒纹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21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奢汇植粹靓颜青春面膜+颜奢汇植粹
靓颜青春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25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4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4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4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I’M FROM五胜肽鸢尾花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83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2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1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exi皆喜玻尿酸补水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22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NGYUN梦蕴玫瑰天然补水保湿海藻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27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INSHU宾舒小颗粒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34
广州皆喜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官美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39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控油蓬松）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5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控油蓬松）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5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控油蓬松）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5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辰花语洛神花水光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辰花语洛神花水光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辰花语洛神花水光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姿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7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7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78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腹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腹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腹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醒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滋养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滋养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滋养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8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洗发露（去屑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0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75°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修护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眼部沁爽滋养套-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眼部沁爽滋养套-沁爽舒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背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清痘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清痘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75°清痘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腹部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OY蓝色星空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46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鎏年时光素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47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IOY黑色星空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51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OY白色星空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60
广州森兆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鎏年时光素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63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英尚搓泥宝膏（牛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77
广州市白云区东旗日用化妆
品厂

英尚搓泥宝膏（牛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77
广州市白云区东旗日用化妆
品厂

英尚搓泥宝膏（牛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77
广州市白云区东旗日用化妆
品厂

英尚搓泥宝膏（牛奶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77
广州市白云区东旗日用化妆
品厂

鎏年时光素颜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78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鎏年时光素颜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3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鎏年时光素颜眼部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5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姿妤香水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香水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法姿妤香水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6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鎏年时光素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88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鎏年时光素颜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93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壹姬贝毛发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2994 广州晓佳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因丽尔焕颜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23 广东因丽尔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6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6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精粹活力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6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鎏年时光素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63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因鲵生物精纯干粉+因鲵生物精纯溶媒 粤G妆网备字2021103067 广州薇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樱倍yingbei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3434 广州豪蔻商贸有限公司



思仙杜仲杜仲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462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诗蔻美肌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1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博芮思BOREISS臻美水嫩冻干粉+臻美水
嫩溶媒液+臻美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3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虾青素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BOREISS紧致定格冻干粉+紧致定
格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5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积雪草多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2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姿俏谷胱甘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3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平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595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21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妗采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31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宠爱妮玻色因多肽紧致套-玻色因多肽
紧致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玻色因多肽紧致套-玻色因多肽
紧致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宠爱妮玻色因多肽紧致套-玻色因多肽
紧致粉+玻色因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32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資莉多效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51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琳兰咖腹部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70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净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73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脸道提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680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复舒舒缓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25
三丰筋骨堂（广州）健康科
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玑蜜森林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28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芮思BOREISS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31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套盒-寡肽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套盒-寡肽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寡肽美颜修护套盒-寡肽美颜修
护冻干粉+美颜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7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香氛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氛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氛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4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癸人海藻糖琼贵清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50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首园艾草头部滋润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54 广州尚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伊丽莎白枫叶松露双钻精华（精华液+
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65 广州市久木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清爽去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清爽去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清爽去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澳資莉精致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76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丝质顺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丝质顺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丝质顺滑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头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头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头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37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草本焕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法潞姿植物修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2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37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明眸紧致组合-明眸紧
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42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56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vaepomav法珀美舒缓赋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3865
法兰美（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肌底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肌底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S CHARMING FACE肌底修护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69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漾美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73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雪姿婷草本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草本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姿婷草本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7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缇元素水光清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95 广州荣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密润清透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3996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RELY瑞俪蜡菊沁润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069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秘享复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4097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希芸方臻时光焕颜按摩膏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15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优品茄草本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草本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优品茄草本多效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REYLEE玻尿酸水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玻尿酸水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玻尿酸水嫩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29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上工九形头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头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上工九形头部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钻天使MG·SCF小紫瓶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6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正和轻颜润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6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和轻颜润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7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和轻颜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7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正和轻颜平滑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78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紧致淡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181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 -贵妇美
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69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BAOJILAI宝肌莱温和补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78
广州笑颜祛痘护肤品有限公
司

U7有其柔和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8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柔和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8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柔和净彻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8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云问玻色因活性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298
新生机（广州）医美化妆品
有限公司

BREYLEE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祛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0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万人美富勒烯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08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多米烁水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22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艺汐颜白芨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2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春果透明质酸钠水光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54 广州跳动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维丝深层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7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深层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7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深层滋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7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oliyrou丝滑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78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贝拉奥酵母焕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81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里季深海鱼子酱燕窝无暇修颜三色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9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季深海鱼子酱燕窝无暇修颜三色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9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里季深海鱼子酱燕窝无暇修颜三色气垫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39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0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0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0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儀春堂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07
广州市仪春堂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希芸方臻时光焕颜精华乳霜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48
广州市华希臻品化妆品有限
公司

YANDECYL提拉紧致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51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赫兰妃牛奶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59 广州花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多肽修护冰肌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75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妥秀清肌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秀清肌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妥秀清肌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48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RELY瑞俪多效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00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翰御唐肌肤舒缓草本油Ⅱ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01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ANTTAGING悦活蓄能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09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翰御唐头部肌肤按摩膏Ⅱ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11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翰御唐头部肌肤按摩膏丨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12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纤碧纯韵妙活力养护套-韵妙活力精华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13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香蔻佳妍舒缓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42 广州叠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光感透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5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肤日记光感透润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57 广州莎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橄榄深层洁净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69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拜迪生物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多肽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津萃集瓷肌焕彩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93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蝶梵希多肽蛋白精华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94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ART川雅魅惑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9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魅惑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9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魅惑香氛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59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云妮豪之萱滋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妮豪之萱滋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妮豪之萱滋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0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碧纯韵妙活力养护套-韵妙活力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4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18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妈咪印象清莹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莹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咪印象清莹舒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2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景格美拉色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28 广州臻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 -小分子
玻尿酸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38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词青葡萄净润洁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42 广州雅词化妆品有限公司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5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5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5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津萃集赋颜紧润磁石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51
广州市澳派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俏礼酵母净澈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54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翰御唐肌肤舒缓草本液丨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79 广州市翰御唐贸易有限公司

FZTL茶树植萃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84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宝碧欧 至享香氛滋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8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滋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8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滋润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8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丝质柔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丝质柔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碧欧 至享香氛丝质柔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4691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素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素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素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71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pafanni氨基酸滋润保湿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714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pafanni氨基酸去屑控油养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716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I-BFsight富勒烯密集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915
广州艾尚美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藜臻宠鱼子精华粉底液01粉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04925
广州臻炜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马可·玛丽多肽水光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936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SNOWBILI雪柏丽净肤素颜套装-青春定
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4947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酵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4954 广州科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传祖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5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传祖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5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传祖瑶活力舒畅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58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花藜臻宠鱼子精华粉底液03自然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59
广州臻炜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64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希卡露姿舒缓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64
广州禾木时光生物科技服务
有限公司

纤碧纯韵妙活力养护套-韵妙活力精华
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5088
广州纤碧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nuos诺色益生元抚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12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1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1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1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Xilsamel花朵能量补水精华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2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花朵能量补水精华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26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GWTJF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5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家媚颜冻干精华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59 广州御容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多肽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71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马可·玛丽玻尿酸焕醒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90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花藜臻宠鱼子精华粉底液02黄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05191
广州臻炜雅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曼瑞娜丝滑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06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吾仪碎发整理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13 广州宏丽顺贸易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赋活玻尿酸补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35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伊玫姿九肽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九肽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玫姿九肽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4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均衡净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5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均衡净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5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均衡净透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5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草坊乳糖酸鼻贴（导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55 广州摩欣霏贸易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玻尿酸补水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60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净肌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净肌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净肌舒颜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66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肌透修护肽液+肌透
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肌透修护肽液+肌透
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来雅肌透修护套-肌透修护肽液+肌透
修护肽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1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FAITHPITT凡碧诗净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6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伍福慈艾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29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法诗透明质酸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10
广州东润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植清康颜臻护靓颜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11 广州中柯化妆品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保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23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头面人物寡肽奢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71 广州美集时光贸易有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8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8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38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玻尿酸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0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多肽美肌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44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康妮菲kangnifei至臻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47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云微冠烟酰胺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5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SCUPIN色彩优品神经酰胺极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58
广州色彩优品供应链服务有
限公司

御之棠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之棠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之棠壳聚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8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马可·玛丽玻尿酸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85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俏出众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出众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俏出众时光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495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毗迦蓝玻尿酸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07 广州琼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倩徽护卷弹力宝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36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S御颜持妆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54 广州鑫火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赋活玻尿酸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57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靓玉雅美颜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64 广州靓玉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赋活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82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雅丝维康草本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89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马可·玛丽赋活玻尿酸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590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康妮菲kangnifei水漾逆时光赋活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20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M玫瑰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M玫瑰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M玫瑰亮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3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瓷颜靓肤液+微肽净颜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瓷颜靓肤液+微肽净颜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Y.BEAUTY FACE时光童颜臻享套-微肽
瓷颜靓肤液+微肽净颜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54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香嫔瓷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67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大诚堂蜂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蜂胶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蜂胶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蜂胶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09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1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1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ENZHIHUA悦肌焕颜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19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BOTRE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21
广州市栢草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露薰衣草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27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润娲巴马瑶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28
润娲（广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慕禾堂玻色因嫩嫩保湿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30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凡碧诗 帝皇蜂姿蜜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38
广州必优缔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梦美肌水解海绵粉+美肌融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45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马可·玛丽多肽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53
天骄嘉瑞（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悠欧泉私人定制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6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曹植韧发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771
广州奕晟康源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都悦超A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22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超A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22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都悦超A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22
中森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康妮菲kangnifei水漾逆时光修护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28 广州鑫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77植萃沁润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38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V77植萃沁润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38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V77植萃沁润玻尿酸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838
广州栋方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香嫔润颜锁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0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维美世家滋润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滋润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滋润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0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嫔花蕊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17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梵赫拉烟酰胺玻尿酸水漾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烟酰胺玻尿酸水漾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烟酰胺玻尿酸水漾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玉雅多效珍珠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19 广州靓玉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2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 水氧嫩肤套-玻尿酸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2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滋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3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YOENJEYE映纪氨基酸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氨基酸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氨基酸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3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大诚堂蜂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嫩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根源堂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48
广东根源堂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乐添美氨基酸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95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葡萄籽肌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葡萄籽肌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葡萄籽肌活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5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2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2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焕颜修护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2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头皮护理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3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头皮护理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3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头皮护理滋养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03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梵鎏莎胶原紧致粉+梵鎏莎富勒烯多肽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19 广州金碧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香水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41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FFICK玛菲可轻风浮影三色修容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51 广州市众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大马士革白玫瑰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大马士革白玫瑰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茉然大马士革白玫瑰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嫔焕颜黄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7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乔微娅奇焕薰衣草润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78
广州乔微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GK氨基酸烫染后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90 广州铭瑄贸易有限公司

云微冠大马士革玫瑰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9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百草拾光靓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097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Fororiginal焕颜肌因修护礼盒-焕颜肌
因修护冻干粉+焕颜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05 广州睿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妮黛佳珍珠焕亮雪肌气垫霜（21#亮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06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嫔瓷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08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第三选择天竺葵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1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第三选择天竺葵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1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第三选择天竺葵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1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第三选择天竺葵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1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DUOLA咪朵拉水亮不沾杯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3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橙花亮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42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玛意修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修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修护营养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44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禄堂清透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5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绮慕时光多肽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58 广州卡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禄堂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63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KRNOBQUE水凝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74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养颜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19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禹煊美植萃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植萃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植萃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0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逆龄紧致提拉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17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拾初甜杏仁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21 广州睿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好脸道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293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淞美何首乌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02
广州清淞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靓蓝肽水光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05 广州华靓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09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Xilsamel能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1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能量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14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1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15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均妮润颜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25 广州均妮贸易有限公司

芭莎可可臻颜水润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26
广州芭莎可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六胜肽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28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肌梦美肌修护膏+寡肽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33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A·M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M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A·M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3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NIYNO美肌素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48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蚕丝清透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蚕丝清透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形象美蚕丝清透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56 广州欧博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臻亮粉妍面部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58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美世家靓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363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齐呐迩梧桐切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呐迩梧桐切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呐迩梧桐切斯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29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圆头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圆头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涩圆头双用立体极细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41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VANCHIRCH范丘琦多维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50 广州范丘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呐迩其娜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8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呐迩其娜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8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齐呐迩其娜尔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486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OBQUE水肌透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36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洋甘菊舒缓修护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洋甘菊舒缓修护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洋甘菊舒缓修护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黄金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黄金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伦菲尔 黄金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4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汤液坊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5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56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乾谷头部舒缓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38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澄净亮肤洁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42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Rseries浪漫冰淇淋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47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玛百莉祛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59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生源草本养护组合-生源草本按
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78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生源草本养护组合-生源草本舒
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679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祚眼部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10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14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丽颜舒缓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17 广州叠鑫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1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1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1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DUONIYA朶霓雅多肽美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3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禾小草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2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洛歌男士控油劲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31 广州铭图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2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2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熙妍世佳素颜修护露2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4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百草拾光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56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KRNOBQUE魅眼菁华紧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61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OBQUE丝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0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草润养臻养植萃润养洗发水（滋养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草润养臻养植萃润养洗发水（滋养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宝草润养臻养植萃润养洗发水（滋养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6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百草拾光紧致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7
百草拾光（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蔻诺·清颜肌源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MIUSITE箐纯焕肤精华粉底液（深肤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79
研美（广州）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禹煊美焕能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奈雅寡肽修护冻干粉套盒-寡肽修护
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795 广州莱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秀致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秀致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秀致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轻龄睛采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825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KRNOBQUE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0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馨美研靓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12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露伦丝玻尿酸水光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15 广州金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20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现堂肽能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28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33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订制凝颜人参龙血奢护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42 广州市爱莲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花露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43
广州市煝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泊秀绿茶男士平衡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68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露伦丝氨基酸臻护奢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6997 广州金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思玛意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0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0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06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GULAN古岚腹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11 广州弘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之棠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之棠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之棠舒纹净肤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木大师控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1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大师头皮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4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美临富勒烯焕活抗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45
三维家化（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木大师首乌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54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HUSHI 肽能青春定格套-肽能活
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55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大师头皮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64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纯玫瑰精油+六度玫瑰霍霍巴
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纯玫瑰精油+六度玫瑰霍霍巴
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六度玫瑰纯玫瑰精油+六度玫瑰霍霍巴
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7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能量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95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净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0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现堂时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129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红模奢宠修颜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03
广州宏大创科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E LEGEND胶原丝滑养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LEGEND胶原丝滑养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ROSE LEGEND胶原丝滑养颜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1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源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源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源金箔紧致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2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1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1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焕颜修护冻干粉+焕颜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1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4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水泉亲肤臻品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水泉亲肤臻品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水泉亲肤臻品润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5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HugMeLoveme保湿润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72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安肤舒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495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O.CE晚安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01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思玛意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滋润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8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光感靓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光感靓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光感靓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1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欣姿玉颜金缕梅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26
紫暄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鲜芙妍润肌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3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执道美皙静颜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美皙静颜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美皙静颜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6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能量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76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5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保小姐珍萃驻颜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609
初见保保（广州）化妆品有
限公司

美世璀璨新肌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693 广州美世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补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69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植润涵品植物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02 广州润木贸易有限公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多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多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多肽修复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1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赞球修护舒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19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金丽姿高丽参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20
广州御肤养道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帅薇姜汁赋能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36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鲜芙妍滋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74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黛荻诗虾青素传明酸抗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2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虾青素传明酸抗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2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虾青素传明酸抗氧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2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25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26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香朵儿花鲜紧致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33 广州香朵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阳光密码清透冰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46 广州雪润化妆品有限公司



渺兮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49 广州冠颜商贸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瑞妆苗洗植萃精华润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4 广州瑞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执道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美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靓颜焕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7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红石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8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彩明眸滢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彩明眸滢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彩明眸滢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8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睡美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0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睡美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0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睡美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0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帅薇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04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0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丝韵 OSIYUN寡肽修护冻干粉+滋养修
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40 广州欧丝韵贸易有限公司

欧丝韵 OSIYUN紧致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41 广州欧丝韵贸易有限公司

雪箔妃时光臻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42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美肤纯熬夜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55
广州美肤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传奇水晶花瓣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56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7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7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透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7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妤泉水漾年华面膜（活泉水感）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3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泉水漾年华面膜（润泉丝感）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6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妤泉水漾年华面膜（冰泉光感） 粤G妆网备字2021107989 广州慧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芊惠玫瑰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玫瑰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玫瑰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0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泰莉萨涣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1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1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10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束元素植萃紧致时光套-植萃时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13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束元素蛋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16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束元素焕颜亮肤美肌套-焕颜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35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倚后纤长自然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纤长自然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纤长自然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3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秘妍樱花舒缓水咋弹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37 广州婵水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箔妃时光臻颜保湿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4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诺美荟白池花神经酰胺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5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滢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睡美人隐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睡美人隐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睡美人隐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4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帅薇首乌养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54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09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清透明眸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0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清透明眸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0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清透明眸盈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0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科酵悦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17 广州科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1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1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水润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1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芙沁雪黄芪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沁雪黄芪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沁雪黄芪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22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卉妮丝亮肌柔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29
广州市铉雅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塔赫兰亮颜水润修护套盒-玻尿酸原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64 广州靖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大西洋雪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76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美肌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臻彩滢润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臻彩滢润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臻彩滢润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8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皙清堂焕颜靓肤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滢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皙清堂臻颜净透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198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0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1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羽森玻色因抚纹紧致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20 广州羽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OBQUE魅眼菁华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22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2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亿宝人参金箔奢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48 广州植汇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兰姿多肽修护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52
广州康合大健康产业运营有
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能量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56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皙清堂酵母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5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SUOFULAN索肤兰微晶蛋白旺肤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61
索肤兰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皙清堂净颜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67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6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木本之心茶蜜能量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76
嘉津（广州）电子商务科技
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8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8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82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神经酰胺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神经酰胺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GLI私人订制神经酰胺透亮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29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致菲诗清痘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01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伊美婡焕采多效眼部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0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朗玉草本防护隔离二合一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1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泰莉萨清盈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1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清盈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1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清盈靓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1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盈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2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盈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2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盈润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2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绿棘沙棘多效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38
广州市绿棘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水润肌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雪润慕斯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4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雪润慕斯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4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雪润慕斯修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4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西崇弹力柔顺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4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贝托斯雾感柔光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托斯雾感柔光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贝托斯雾感柔光无瑕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363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雨花泉米之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雨花泉米之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雨花泉米之道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6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雨花泉驼奶弹润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雨花泉驼奶弹润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诗雨花泉驼奶弹润提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27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爱椿草氨基酸浓缩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5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瑾润赋活养护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75 慧泉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悦透肌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悦透肌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悦透肌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49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葆芝灵轻柔舒缓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12 广州妆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缓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温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温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温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活力修护套- 活力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肩颈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肩颈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草本肩颈套-肩颈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5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5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叶子小铺香氛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5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平衡营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平衡营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水蜜桃平衡营养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73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媄姿臻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媄姿臻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媄姿臻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媄姿臻舒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8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草木大师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87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汇媄欣凝时紧致活肤组合-凝时紧致活
肤粉+凝时紧致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598
广州爱米乐细胞科技有限公
司

朶霓雅草本植萃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0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朶霓雅草本植萃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0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朶霓雅草本植萃舒畅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01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致菲诗清颜祛痘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02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清堂雪肌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08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3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3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632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碧生情侣滋润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28
广东爱碧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瑾润养护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35 慧泉商贸（广州）有限公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EIZRAN菲之冉玻尿酸水光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49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西崇锁水光亮修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51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6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6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6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MENGHE梦和美甲软化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86 广州梦和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现堂美颜修护套（美颜修护冻干粉+
美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88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卡依洛烟酰胺补水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799
广州市卡依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oodFolia姜汁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0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GoodFolia姜汁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0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GoodFolia姜汁营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03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im8鱼子酱抗皱提拉面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06 广州市菲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兰姿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21
广州康合大健康产业运营有
限公司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36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36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36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DTDNA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冻干粉
+蓝铜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44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荟兰姿焕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47
广州康合大健康产业运营有
限公司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48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48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麦迪欧小麦蛋白修护丝柔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48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Jeffi Carnny植萃舒缓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71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92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92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92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诺美荟黑松露蛇毒肽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95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皙清堂雪肌亮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8899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么入发芯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01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07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R雪肌冻干粉+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5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枫叶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6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丝绒倾慕唇釉浆果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19 广州鑫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肤奇ANFUQI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30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32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荷荷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39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山茶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41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蔻源寡肽修护水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5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舒雅纤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雅纤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舒雅纤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6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雨丽洋甘菊黄金保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8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CHWY酝丝美珍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8984 广州妮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DANNY COLL丹妮蔻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00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NY COLL丹妮蔻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00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0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0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莎伊贝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0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38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 NEDDY美奈迪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3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Y NEDDY美奈迪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3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乳木果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乳木果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乳木果温和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7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iqir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8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aiqir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48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uoaifei佐爱妃佐米浆养发深层去屑洗
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52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aifei佐爱妃米浆丝质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53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柔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柔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柔调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8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法素茜密罗木石墨烯丝滑嫩肤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097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双效固色雨衣唇釉 01#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18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双效固色雨衣唇釉 03#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27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双效固色雨衣唇釉 02#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32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芳妮诺黑曜亮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36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玛么入发芯丝滑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4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瑞娜双效固色雨衣唇釉 04#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46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双效固色雨衣唇釉 05#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56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FEITU海洋珍萃舒润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61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MAIZONKEE 玻尿酸焕颜补水双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68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慕季鲟鱼子酱毛孔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慕季鲟鱼子酱毛孔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慕季鲟鱼子酱毛孔清洁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采薇集茶树祛痘清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76
广州市采薇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纽存保湿沁润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79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1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06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帅薇耳部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0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保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帅薇植物萃取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10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薇之水水润倍护温变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19
薇之水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MAIZONKEE玻色因多肽修护冻干粉+玻色
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20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纽存保湿沁润睡眠小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31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FEITU海洋珍萃凝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69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纽存保湿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94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MAIZONKEE优悦弹润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297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MAIZONKEE 密集润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06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琦蓓复活草蜂窝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蓓复活草蜂窝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蓓复活草蜂窝熬夜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焕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焕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焕亮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1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颢马土马力量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35
广州市梁风有信国学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礼淑玫舒缓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56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索妮欧粉红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66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3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希尔淇臻享水光焕颜套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淇臻享水光焕颜套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希尔淇臻享水光焕颜套焕颜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06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之水浓郁慕颜哑光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07
薇之水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水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水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水光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0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白池花神经酰胺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19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颜商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颜商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卓颜商氨基酸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37 广州艳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舒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舒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舒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SAMELL伊莎美尔焕颜匀净水漾套-焕颜
匀净水漾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3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AIFEITU海洋珍萃紧致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44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金芝泉靓肤水光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51
广州福克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HAIFEITU海洋珍萃凝时弹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52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IFEITU海洋珍萃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89
海翡图生物技术（广州）有
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冬夏阳光草本套-冬夏阳光草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4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瑰华萃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舒缓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0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芋螺肽黑天鹅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2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芋螺肽黑天鹅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2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芋螺肽黑天鹅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2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VNC巧克力唇泥（K02）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24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VNC巧克力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25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JONZOI烟酰胺臻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3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NZOI烟酰胺臻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3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NZOI烟酰胺臻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31 广州和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芝价立体美颜冻干粉+立体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594
广州凯卓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礼淑玫莹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0
广州凯美娜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CKIQUEN诗卡奴诱惑纤长持久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14
广州莎利曼尔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2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2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26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多效合一隔
离霜（亲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56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多效合一隔
离霜（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57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UNXIANGYUAN润香媛山茶花多效合一隔
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58 广州蔻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肤因美 植萃痘肌修护套-植萃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66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磨砂沐浴露-补水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0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薰衣草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薰衣草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薰衣草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7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臻颜童颜肌点滴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9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童颜肌点滴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9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童颜肌点滴敷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694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季颜嫩·四季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34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头皮护理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4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头皮护理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4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头皮护理洗发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40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圣妍熙氨基酸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46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 焕亮蜜光光感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55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炫彩润唇膏(中国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67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炫彩润唇膏(草莓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772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亿肤安肌塑颜理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26
广州市炬燊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帅薇植物萃取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43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JINXI金皙炫彩润唇膏(西瓜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5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炫彩润唇膏(蜜橘橙)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5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肤因美 家居修护套-神经酰胺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61 广州美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客丝滑补水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67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绮客丝滑补水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67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绮客丝滑补水滋养润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67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禾风记艾草植萃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风记艾草植萃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风记艾草植萃慕斯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7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8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8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8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DIWEI荻薇水解胶原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94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DIWEI荻薇水解胶原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94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DIWEI荻薇水解胶原冷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09894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艾云迪香水版沙龙护理配方护发素（免
加热）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0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生姜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5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0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净舒养护套-净舒草
本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草本精粹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29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卡莉莱脐带血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脐带血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莉莱脐带血冻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5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境可可立体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67 广州雅菲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艺恋姿多肽皮膜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87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圣妍熙焕颜寡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09988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透亮无暇气垫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2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透亮无暇气垫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2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透亮无暇气垫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29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娇浓六胜肽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30 广州魅之露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草本细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草本细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草本细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4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妍熙美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74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纤连蛋白滑肌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85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纤连蛋白紧致抗皱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095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纤连蛋白亮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01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P·SCF焕颜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0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池井上纤连蛋白毛孔细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07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纤连蛋白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10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76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池井上积雪草祛痘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82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瑰华萃睡莲青春妍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睡莲青春妍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睡莲青春妍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8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G·SCF美颜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8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悟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悟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悟少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5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韩颜皙参养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颜皙参养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颜皙参养焕活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19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2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2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2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柯妮丝丽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3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3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柔顺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32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G·SCF焕采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5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MAIZONKEE富勒烯多效臻颜冻干粉+多效
臻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62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SiSYPHUS山茶花肌肤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73
广州市祥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熬夜拜拜时光逆龄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74 广州时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SCF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8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韩颜皙二裂酵母修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颜皙二裂酵母修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韩颜皙二裂酵母修护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28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眼部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0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艺恋姿多肽皮膜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0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绿色阳光虫草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0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绿色阳光虫草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0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绿色阳光虫草玻尿酸极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04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涅肤美肌修容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16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ERONNI贝露妮50色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49
广州惟妮魅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8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8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38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多肽舒缓修护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02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酵纤连蛋白冻干组合-纤连蛋白冻干
粉+积雪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28 广州科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池井上蓝铜胜肽滑肌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31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池井上乳糖酸细致毛孔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33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ERELANT  谜澜活力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43
广州谜澜医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7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艾地苯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47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碧莉丝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1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莉丝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1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莉丝草本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16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帅薇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1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帅薇植物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74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保湿护卷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8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保湿护卷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8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玛意保湿护卷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058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莲之美植萃肌光驻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植萃肌光驻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植萃肌光驻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古乐妃氨基酸柔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38
古乐妃（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恋自己舒缓温和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81 广州新鹤云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8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8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83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帅薇姜汁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697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去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04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去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04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柯妮丝丽去屑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04 广州诚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蒂亚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08
广州市达辉化妆品贸易有限
公司

芯诗露舒缓冰晶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1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再笙梵容梵容清纯柔润精妙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18
广州再笙梵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青莲凯蒂奢宠净颜活肽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20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艺恋姿多肽补水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2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侧柏叶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侧柏叶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蕰莎Windsor侧柏叶去屑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46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妖阿然人参焕颜精华液（胶囊）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61
广州大美相传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芯诗露塑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7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水润嫩颜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水润嫩颜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水润嫩颜洗
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7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草本养护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韵源草本养护套组-韵源草本
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玉韵草本养护套-玉韵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乙酰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乙酰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乙酰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2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3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水润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44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水润嫩颜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水润嫩颜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水润嫩颜洗面
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嘉琪曼滋养水润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3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隔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隔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隔离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嘉琪曼养颜美容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6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隔
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容卸
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容卸
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容卸
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弘人头威丽品牌美容润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0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容卸妆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容卸妆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容卸妆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uoaifei佐爱妃还原酸染烫修护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7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琪曼花男子海洋植物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89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嘉琪曼滋润美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90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人头天然植物润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93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08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辰水润肌蜜卸妆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08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银色雪松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14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梦中彩虹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16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谊善堂古韵箔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19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谊善堂古韵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20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慵懒假日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2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STIGFALK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IGFALK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TIGFALK美肌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2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白桦之林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31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LOEOU罗意欧地中海微风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35 广州费洛蒙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滋养养发粉（去屑）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59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靓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靓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尔雅多多肽靓颜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0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精华素 奢养柔顺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3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纤连万物纤连蛋白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5 广东彦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健臣赋活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乐健臣赋活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乐健臣赋活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0997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盈润保湿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17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草泉侧柏叶植物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43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补
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n Rlaa安·罗拉柔和清润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59
广州市横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丽晴薇焕亮净澈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1161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芯诗露塑颜弹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0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润水感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1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16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富勒烯多肽修护
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24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谷蜜境酵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谷蜜境酵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膜谷蜜境酵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3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迈吉多肽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迈吉多肽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迈吉多肽靓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5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公子回风扶柳眉笔 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1277 广州华公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丽斯梦露AILISIMENGLU丝滑柔润洗发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09
广州艾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斗木男士劲爽醒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斗木男士劲爽醒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斗木男士劲爽醒肤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11 广州市芙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际赋活润颜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23
妆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际赋活润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28
妆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际赋活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35
妆际（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嘉琪曼海藻胶原素美容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38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水杨酸祛痘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水杨酸祛痘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水杨酸祛痘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5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魔咒植物焕肤修护套-焕肤修护粉+
多肽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肌魔咒植物焕肤修护套-焕肤修护粉+
多肽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美肌魔咒植物焕肤修护套-焕肤修护粉+
多肽净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3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颜精华
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颜精华
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颜精华
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3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沐浴露 滋润嫩肤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37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露塑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5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焕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5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舒缓冰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58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润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59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石斛润颜倍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8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清肌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69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阿伊倩紧肤修纹回春膜-童颜肽干粉+赋
活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伊倩紧肤修纹回春膜-童颜肽干粉+赋
活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伊倩紧肤修纹回春膜-童颜肽干粉+赋
活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47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丽晴薇新肌水立方套组-水润淳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32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
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舒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3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
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舒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3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
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舒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3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菁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菁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菁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丽晴薇新肌水立方套组-精华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0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保
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保
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保
湿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保湿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保湿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保湿
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丽晴薇新肌水立方套组-臻肌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87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水漾清眸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89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施琳蔓肤龟胶雪莲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15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玉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玉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玉颜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楮留香生姜柔韧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13
广州楚留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redzulli七肽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31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华公子回风扶柳眉笔 02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41 广州华公子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水润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94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丽晴薇新肌水立方套组-肌层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696
奢晴丽薇化妆品（广州）有
限公司

好脸道柔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01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茶润臻米倍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38 广州贝牛科技有限公司
MONEY GIRL肌肽能量青春粉+肌肽焕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0 广州悦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曲吉美朵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吉美朵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曲吉美朵养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栖水伊人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臻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4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菁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菁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菁致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璀璨靓眼舒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璀璨靓眼舒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璀璨靓眼舒护
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帅薇植物萃取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6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范例多肽修护冻干粉套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例多肽修护冻干粉套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范例多肽修护冻干粉套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清肌玉颜美
肤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79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清肌玉颜美肤
组合-清肌玉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SGS逆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SGS逆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SGS逆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0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芮思活力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10 广州美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菲琳达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水润滋养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13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泡泡水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5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浴诗琪肽时光美颜肽干粉+肽时光美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浴诗琪肽时光美颜肽干粉+肽时光美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享浴诗琪肽时光美颜肽干粉+肽时光美
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4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ANVNA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55
广州安纳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IPL小羊皮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小羊皮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IPL小羊皮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7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茵妆羊胎素御龄紧致焕颜贵妇膏套装-
羊胎素冻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7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奢宠臻润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1896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御龄逆时光淡纹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43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珉伊恋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珉伊恋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珉伊恋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2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士娇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士娇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士娇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飒茶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58
广州市瑞肌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清香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66 广州欧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双管养肤隔离霜（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78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研清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89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小蓝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小蓝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栖水伊人小蓝瓶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199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Fashion Week双管养肤隔离霜（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04 广州百草轩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玺瑞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10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爱丽斯梦露AILISIMENGLU烫染润滑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20
广州艾利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家茵宝宝深海鱼油婴儿修护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53 广州蓓爱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还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5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还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5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还原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5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莲凯蒂奢宠净颜活肽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72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研清 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75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优立肤 多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12078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芯诗露净肤洁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114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奢宠臻润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12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NA多肽酵母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192
广州安纳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茵妆羊胎素御龄紧致焕颜贵妇膏套装-
羊胎素御龄紧致焕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2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gorWell？HAIR？GROWTH？OIL（ 
ginger）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2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HAIR？GROWTH？OIL（ 
ginger）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2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HAIR？GROWTH？OIL（ 
ginger）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2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VigorWell？HAIR？GROWTH？OIL（ 
ginger）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28
广州市尹姬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秀美韵舒养套-美韵舒养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LS奢宠臻润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42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NVNA多肽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84
广州安纳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琳达玫瑰皇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玫瑰皇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琳达玫瑰皇后润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9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媄·素妆焕颜多肽水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299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芙研清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02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优立肤 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07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芯诗妍寡肽二裂酵母修护冻干粉+寡肽
二裂酵母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妍寡肽二裂酵母修护冻干粉+寡肽
二裂酵母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妍寡肽二裂酵母修护冻干粉+寡肽
二裂酵母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1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LS奢宠臻润焕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30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XI金皙靓肤系列套盒金皙靓肤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6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靓肤系列套盒金皙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66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人仁和匠心多肽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68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玻尿酸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77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碧娑洛肌底修护莹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389 广州嘎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维C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02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奢赏之恋芦荟活氧莹润泡泡净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18 广州市新格贸易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平衡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44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XI金皙靓肤系列套盒金皙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75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清堂焕颜透嫩美颜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8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焕颜透嫩美颜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249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菲 温泉泡泡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01
广州市亿美优购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悘美康水解胎盘逆龄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06 广州准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凯恋多肽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31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焕彩美肌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61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臻颜美肌草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64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Fiori滋润精萃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75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1#枫叶烂
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1#枫叶烂
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1#枫叶烂
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8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2#奶橘布
丁）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2#奶橘布
丁）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2#奶橘布
丁）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3#樱花草
莓）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3#樱花草
莓）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3#樱花草
莓）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4#烟熏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4#烟熏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4#烟熏玫
瑰）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5#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5#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5#焦糖红
棕）

粤G妆网备字202111259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6#性感小
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6#性感小
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资莱皙柔雾出色细管口红（06#性感小
辣椒）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01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LS焕采清透遮瑕CC霜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0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S焕采清透遮瑕CC霜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15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多米烁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28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暨美优泉水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31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舒安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46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凯恋多肽精萃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49 广州诚盛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咖啡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咖啡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梵妮咖啡魅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52 广州万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62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金梵思美海洋冰晶紧致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74 广州雁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梵思美洋甘菊冰晶修护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81 广州雁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野菜净爽透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野菜净爽透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尔加美野菜净爽透润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82 广州科雅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金梵思美玫瑰冰晶焕彩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90 广州雁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紧致修护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紧致修护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面紧致修护额头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26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sengmisa星美莎高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1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gmisa星美莎高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1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ngmisa星美莎高光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17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常春藤草本按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2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常春藤草本按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2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常春藤草本按摩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2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涵姐姐轻奢倍润小分子叶酸舒缓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梦涵姐姐轻奢倍润小分子叶酸舒缓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梦涵姐姐轻奢倍润小分子叶酸舒缓补水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2737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靓肤系列套盒金皙靓肤氨基
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75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姑娘光感魅惑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8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姑娘光感魅惑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8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绿姑娘光感魅惑十八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84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TiKi Muchun芬芳滋养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90
广州町目春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Innuantian nail魅惑炫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2894
广州怡然之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TiKi Muchun舒缓祛屑净透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2962
广州町目春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HONGMF丝绒柔雾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2994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焕采光感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21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艾因诺积雪草赋活安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25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菲思薇平衡细致冻干粉+菲思薇平衡细
致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48
广州菲思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脸院长多肽精华时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精华时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精华时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54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玺瑞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玻尿酸毛孔细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71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COS清痘控油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74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百草珍妍净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8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8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089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班美夫人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1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1黑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4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2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2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liland自然持久防水塑型眉笔（02棕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107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言梦妮美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26
广州芙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肌丽人靓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43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Mochynu藻尚好牛奶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66 广州尚好化妆品有限公司

苏木晶去屑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70
广州市瑞肌娜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倩徽丰盈护卷造型弹力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3296 广州倩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今色繁花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色繁花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色繁花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1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AILUONIYE麦洛尼叶龙胆身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22 广州欧诗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LeeFiori滋润清洁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40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泊兰蜜肌焕颜温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42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男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49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足浴养护精华液（女士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5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肌丽人臻颜美肌草本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58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焕彩美肌草本分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359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情草本修护肌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20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蓝情草本亮肤肌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22 广州洛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YDIOR黛迪儿烈艳蓝金唇膏哑光系列
888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70 广州华宇盈通贸易有限公司

DYDIOR黛迪儿烈艳蓝金唇膏哑光系列
999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72 广州华宇盈通贸易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缓舒修护冻干粉+缓舒修护溶
媒液+缓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7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84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尚祚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套盒-蓝铜胜
肽修护溶媒液+蓝铜胜肽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95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拿铁咖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拿铁咖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拿铁咖啡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49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焕采流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01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欧韵诗焕采保湿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04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Jyuexj暨悦芯肌美仑美焕套-美仑美焕
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10
暨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蓝玺瑞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奢宠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3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M FROM御廷兰花焕活提拉柔珠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45 广州宝丽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洋甘菊温和净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50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百草珍妍净妍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6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科纳集胶原凝肌精华液（冻干泡型）+
胶原凝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64 广州朗屹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童颜紧致液+童颜紧致肽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7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巧婷焕颜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90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水晶润感透明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9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水晶润感透明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9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水晶润感透明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359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靓颜美肌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06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酵母多酚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1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靓颜美肌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28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工匠膜法夜间修护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工匠膜法夜间修护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工匠膜法夜间修护免洗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0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名媛胶原活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7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48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赋活臻肽冻干粉+泊兰蜜肌美
肤臻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5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焕采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凝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凝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凝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芸清堂赋活臻肽冻干粉+芸清堂美肤臻
肽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689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登润丽秀发赋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02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登润丽秀发赋活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02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蓝玺瑞蓝润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蓝玺瑞蓝润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1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利尔妍姿多效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26
广州明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蝶兰无瑕蘑菇美颜BB霜02#自然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0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GESY玻尿酸菁纯多效亮肤BB霜#001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49
广州市梦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ICOS水润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70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OEGOK鲜活新生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鲜活新生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OEGOK鲜活新生修护精华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0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诗韩秀蝶兰无瑕蘑菇美颜BB霜01#象牙
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绮迹多效眼部套组-绮迹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思薇毛孔净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33
广州菲思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春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41 广州春施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5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5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出水芙蓉美肤套组（五件套）-
出水芙蓉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5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似水容颜珍珠水光乳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3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深海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深海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深海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肌丽人四季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0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氧田深海矿物泥净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1
氧田（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樱肌丽人盈润保湿水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5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B·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保湿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保湿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保湿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YGIRIM水漾修护柔顺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1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mbody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滋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body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滋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sumbody积雪草舒缓修护面膜（滋润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XI金皙靓肤系列套盒金皙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7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润草本套-温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套-活力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CF活力焕颜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5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炫亮滋养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78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HENGESY玻尿酸菁纯多效亮肤BB霜#002
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5
广州市梦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B·SCF芊芊玉手美手霜组合-XB·SCF
娇嫩透润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姿雅胎盘素胶原蛋白赋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5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39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芝传薄荷仙人掌清透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03 广州草木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水杨酸净透细肤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13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16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嫩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17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嫩·四季精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20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美肌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美肌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美肌润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49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植雅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50 广州绿健医药有限公司

菲思薇舒润清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60
广州菲思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享受明眸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64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享受明眸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64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珍享受明眸沁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64 广州颐圣元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加乘紧致铂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89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DLS奢宠臻润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93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摩登润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9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登润丽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098 广州中媄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活力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贰月秀颜靓颜美肌修护套-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秀颜靓颜美肌修护套-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贰月秀颜靓颜美肌修护套-修护冻干粉+
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05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熬夜拜拜时光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18 广州时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沐辰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29 广州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蕊人参紧致淡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36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依鱼子精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鱼子精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玛依鱼子精华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靓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靓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靓彩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哈喽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65 广州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米茶集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茶集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茶集婴幼儿多效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66
广州市大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芊芊玉手美手霜组合-XB·SCF
倍润修护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7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芊芊玉手美手霜组合-XB·SCF
焕颜丝滑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8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科姿魅颜臻颜焕彩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4187
广州梵洛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芊芊玉手美手霜组合-XB·SCF
防护修护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0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芊芊玉手美手霜组合-XB·SCF
出水芙蓉美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0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补水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姿芮绿豆润美柔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10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肤新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红茉肌因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22 广州红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欣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41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利尔妍姿水光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42
广州明宇泰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S.TIP MAGIC 多肽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79 广州高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ancell肌因修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cell肌因修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cell肌因修护多效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2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LUNA璐妠水果拼盘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39 广州一统化妆品有限公司

剪姿塑颜定制冻干粉+ 塑颜定制基础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41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简优公主骆驼油水滢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5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优公主骆驼油水滢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5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优公主骆驼油水滢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50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氨基酸泡沫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57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子轻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子轻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光子轻龄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戴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戴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戴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戴歌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6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水光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7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onplay蒙芭拉透薄莹润柔肤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8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透薄莹润柔肤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8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透薄莹润柔肤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8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修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90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95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95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滑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395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人头特硬喷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06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0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0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滑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07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dp香之源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11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如沙清肤茶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29 广州容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易美燕窝多肽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燕窝多肽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燕窝多肽补水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水凝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丹梦妮轩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舒润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鲜颜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果佳果木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果佳果木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3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MG·SCF平衡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5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dp魔头星百变蓬松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56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易美酵母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酵母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酵母水光嫩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酵母焕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酵母焕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酵母焕亮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玻色因舒缓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玻色因舒缓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玻色因舒缓滋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富勒烯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富勒烯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富勒烯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透明质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9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透明质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9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透明质酸密集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497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KENON麦克侬韶华焕颜无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0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韶华焕颜无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0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韶华焕颜无痕遮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0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花酿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花酿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花酿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鲜颜玻尿酸补水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39
上海峻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广州分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7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欣悦草本套-欣悦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aancell脐带精华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精华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cell脐带精华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精华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cell脐带精华肌因修护冻干粉+脐
带精华肌因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2#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3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冰润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3#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86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4#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95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7# 粤G妆网备字2021114597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5#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00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菊籽故事延长水晶胶06#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02
广州菊籽美甲故事化妆品有
限公司

薇妙肌颜舒缓活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04
广州暨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绘莱雅 润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 润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绘莱雅 润肌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1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力鲜颜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1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635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秋姈植萃肌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1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老姜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1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老姜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1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老姜温润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18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舒畅草本套-舒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清润草本套-清润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泊秀绿茶清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28
萨栢（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RKOVEI玻尿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KOVEI玻尿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KOVEI玻尿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温和草本套-温和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MARKOVEI生姜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KOVEI生姜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RKOVEI生姜氨基酸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腿部草本套-腿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GS.TIP MAGIC 赋活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71 广州高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力鲜颜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7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47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麦瑞时多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多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多肽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8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ZIH 氨基酸滢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87
资医堂疤斑痘（广东）皮肤
研究院（有限合伙）

名丝奢香沙龙·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90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名丝奢香沙龙·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891 广州市艳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Tre.AC纤连蛋白初老修护琼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Tre.AC纤连蛋白初老修护琼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Tre.AC纤连蛋白初老修护琼贵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31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SVPEV SHOCK姿泊彩轻薄柔雾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58
广州晨曦国际电子商务有限
公司

科妃修活新机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6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修活新机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6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科妃修活新机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66
广州医美堂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百匠大集平衡止痒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68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润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润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梦娅O′MENGYA柔润滋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6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BIWEER比威香芬柔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4998 广州市奥倩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顺柔水润护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38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缇沃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肩颈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4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名莱觅香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5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觅香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5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觅香美肌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52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XUANWEI炫薇营养柔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58 广州炫薇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梵蜜皙奢龄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77
广州曦丹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REECHAN桃桃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REECHAN桃桃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REECHAN桃桃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79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0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yameina雅美娜植物熬制去屑洗发露 多
效去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31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活力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清透净颜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15173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0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0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08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LANHOU兰厚炫色魅润口红00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0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背部草本套-背部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2枫叶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0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2枫叶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0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2枫叶
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0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3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3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3玫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1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1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口红挚爱001正红
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26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132
奶咖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33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EHASO诗韩秀凝色丝绒不沾杯口红915
乌苏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35
广州靓肤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靓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49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毛孔净澈去角质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5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毛孔净澈去角质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5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毛孔净澈去角质黑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5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缇沃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胸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草春天润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68 广州树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碧缇沃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植萃红花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耨控油清爽洗发乳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控油清爽洗发乳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控油清爽洗发乳1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7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滋润修护洗发乳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滋润修护洗发乳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滋润修护洗发乳2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飞毛孔清透绵润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毛孔清透绵润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飞毛孔清透绵润控油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5298
广州市美肌源化妆品有限公
司

RONAR ISMAY 柔娜儿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 柔娜儿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RONAR ISMAY 柔娜儿清新走珠香体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肤秀奢养臻柔丝滑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熙肤秀奢养臻柔丝滑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熙肤秀奢养臻柔丝滑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5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科壹康寡肽修护冻干粉+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06
广州博维美容仪器贸易有限
公司

百方門草本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方門草本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方門草本精华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41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水月清玫瑰净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月清玫瑰净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水月清玫瑰净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5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CNRS·臻润亮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65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见美精粹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397
广州普朵善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YCNRS·净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426 广州百分百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43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4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4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肌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434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钰榕泉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596
广州青橄榄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丽香忆多肽植萃肌底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559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薇珀诗菁纯舒缓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598
广州诺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紫色花之吻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双头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3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魔幻美肌双头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魔幻美肌双头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麦克侬 魔幻美肌双头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SIKASHI丝卡诗夜间深层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KASHI丝卡诗夜间深层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KASHI丝卡诗夜间深层洁净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46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哆啦芬芳黑灵芝首乌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54 广州双轮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媤靓颜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688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碧缇沃头部护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571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头部护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571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头部护理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571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明眸亮采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21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3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慕薇妮三合一卸妆净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45 广州妆点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美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49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丝忆花纯玫瑰鲜榨精华氨基酸养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53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诺尼舒缓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80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GREENFEN格丽芬净颜美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884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深层补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深层补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深层补水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03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泽澜沃舒润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舒润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泽澜沃舒润倍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新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柏翠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7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柏翠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7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柏翠玻尿酸盈润冰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7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MAKENON麦克侬柔澈泡沫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8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澈泡沫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8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澈泡沫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598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2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柏诗焕颜水光组合-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3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魅柏诗焕颜水光组合-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3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魅柏诗焕颜水光组合-玻尿酸水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31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LeeFiori花元蜜龄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38
广州市丽卡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秋姈四季凝萃雪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40 广州聚美美容有限公司
本草春天润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42 广州树海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复颜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50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涵黛雅草本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美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5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润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润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润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涵黛雅草本润颜修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86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鑫合丽臻粹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097
广州鑫合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宝薇泉红石榴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薇泉红石榴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宝薇泉红石榴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00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秀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鑫合丽臻粹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16
广州鑫合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柏诗臻颜透亮补水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魅柏诗臻颜透亮补水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魅柏诗臻颜透亮补水面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0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欧芭宝典水漾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漾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漾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4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Cest elle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t elle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Cest elle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水畅活力草本套-水畅活力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郁肤兰妮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轩琪舒畅净爽草本套-舒畅妙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定律ZHUANG DING LV长白山舒缓养肌
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53
初昕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暨美倾城焕颜逆龄冻干粉+焕颜逆龄溶
媒液+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6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焕美冻干粉+焕美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67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肌颜臻爱冻干粉+臻爱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71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纤连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73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焕颜冻干粉+焕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7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甘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77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龄康鱼子酱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88 广州昌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然美滋润修护冻干粉+滋润修护溶媒
液+滋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91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弘人头亮泽毛鳞片发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194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VC胜肽焕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11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格麗妍玻尿酸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22 广州格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生皙黑豆酵素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44
广州彬果精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弘人头马油毛鳞片发泡啫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45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延美槊逆龄抗衰冻干粉+逆龄抗衰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47
广州本道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延美槊薇美紧致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48
广州本道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PZ气泡焕颜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9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气泡焕颜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9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气泡焕颜微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29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言梦妮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07
广州芙美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朵元秀平衡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43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44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玫瑰植萃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45 广州卡妃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养妃堂补水保湿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52
广州爱情故事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梵赫拉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水光樱花清爽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8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美肽冻干粉 +美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38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梦幻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梦幻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梦幻香氛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6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滋润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07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芊蕊人参紧致淡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21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2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4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羊胎素紧致眼部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兰质蕙心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兰质蕙心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兰质蕙心气垫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然美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82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HOU素后净颜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89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流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9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流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9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之流黑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96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羊胎素多肽抗皱紧致抗衰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9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泉迪尔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498
医妆（广州）美容化妆品有
限公司

相见如初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1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萃雅肌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萃雅肌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妮萃雅肌修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水润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润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润顺滑滋养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29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MR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40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净彻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净彻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氨基酸净彻丰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53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华雅美蕴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焕肤冻干粉+贻贝焕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63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5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草萃人参紧致淡纹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13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芭宝典水漾养护柔顺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漾养护柔顺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欧芭宝典水漾养护柔顺焗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华雅美蕴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贻贝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29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汉施蛋白弹簧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6664 广州施发蔻化妆品有限公司

芣茸棠清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芣茸棠清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芣茸棠清透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0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透吸收伴侣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32 广州秒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蛋白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蛋白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蛋白小分子双效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5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朵元秀舒缓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60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愫美地带曲克芦丁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66 广州愫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ADVEN舒缓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76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FCB花果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83 广州卓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90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朵元秀深透补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796 广州唐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妩媚清颜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清颜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清颜袪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技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11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正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4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樱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樱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樱花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38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4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4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4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鸽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5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鸽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5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鸽血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51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虾青素小分子亮颜能量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76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CADVEN胄胸鲷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91
广州市澳斯美生物技术有限
公司

蔻舒颜多肽精华冻干粉+多肽精华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6899
广州悦美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0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0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润小妖臻至柔雾丝绒唇釉 复古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05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秘享美颜臻护保湿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16
广州乐美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水缇蔻小分子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27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NBENA黑糖丝滑磨砂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3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黑糖丝滑磨砂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3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黑糖丝滑磨砂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34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AGL丝雾固色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3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男神晶刚光泽塑形复古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41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琦季美润养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43
广州琦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琋渃祛痘益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6959 广州侍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起初）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起初）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起初）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余光中的
回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余光中的
回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余光中的
回忆）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8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忘言）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09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紫色花之吻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酷黑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1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ZCARE哲科蜂王浆多肽导出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27
广州市哲科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3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3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32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曼妮黛佳珍珠焕亮雪肌气垫霜（23#自
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42 广州尚辰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深肤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5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红石榴按摩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72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颜值型美组合-简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76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紫色花之吻无痕粉底液（象牙白） 粤G妆网备字2021117081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季美清洁洁面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02
广州琦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神彩·伊仁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暖妍多肽紧致凝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76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薇之水龙胆舒缓平衡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177
薇之水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洋穎堂氨基酸清爽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10 广州蕙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和英堂筋骨草草本套-筋骨草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p香之恋特硬定型发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31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草本养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甄选毛孔净澈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甄选毛孔净澈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甄选毛孔净澈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43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雯芙wenfu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芙wenfu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雯芙wenfu氨基酸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神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65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荣鈺闺密倾城倾心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72 广东赫萁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ESSKIR肌光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79
美卡素大健康产业(广东)有
限公司

深语沁润舒缓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296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01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01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01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小纯儿童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1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皙小纯儿童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1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皙小纯儿童保湿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15
广州市白云区采丽诗化妆品
厂

盘消消童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35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盘消消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36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9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9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花匠香氛滋润保湿身体乳（黑喵喵） 粤G妆网备字2021117394
广州集芳丹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03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04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rve笛乐妃二裂酵母奢润修护套装-二
裂酵母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05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颜值型美组合-型美修颜粉+型
美修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1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洁美润浓缩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浓缩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洁美润浓缩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4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QIAOYINI俏伊妮复古油头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69 广州有为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雅莉斯韵妙臻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82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97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97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艾草舒润套-艾草舒
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497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vtv花漾香氛沐浴露（小苍兰+山茶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06
广州薇美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vtv精华香氛沐浴露（烟酰胺+玻尿酸）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07
广州薇美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盘消消童颜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08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多肽塑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19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tv精萃香氛沐浴露（蜜桃+石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25
广州薇美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沐浴露（嫩肤美肌）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2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沐浴露（嫩肤美肌）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2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沐浴露（嫩肤美肌）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29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乾谷清舒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36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乾谷艾香氛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38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NBENA椰奶水润柔滑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椰奶水润柔滑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椰奶水润柔滑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玫瑰柔嫩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玫瑰柔嫩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玫瑰柔嫩修护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6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集尊享焕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焕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焕彩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7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LANBENA芦荟水嫩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芦荟水嫩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NBENA芦荟水嫩保湿唇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48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YARA COSMETICS摩洛哥苦橙花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70
广州佐伊娅拉化妆品有限公
司

莉语花酿香氛护发素（柔顺丝滑）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护发素（柔顺丝滑）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莉语花酿香氛护发素（柔顺丝滑） 粤G妆网备字2021117594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海洋精粹复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0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修雅芙玫瑰晶采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06 广州韶夏传媒有限公司
兰蒂唯雅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蒂唯雅舒缓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1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SFUQAN祛痘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32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SFUQAN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34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SFUQAN莹润滋养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36 广州诗顺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颜独魅精粹多肽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42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箔妃多肽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671
广州雪箔妃化妆品有限责任
公司

XICUANME修护冻干粉+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15
广州奇在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VELLANCE秀妍美肌身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31 广州涵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奢百魅草本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百魅草本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百魅草本补水净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3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点草本焕颜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42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茜寇维多利亚 女王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773
广州共创薇美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清润平衡养护套-筋骨草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3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魔缘冰点舒纹紧致精华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AZY魅佰姿苦参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5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U7有其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芦荟舒缓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4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美利安娜赋能草本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64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拜迪生物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6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6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痘肌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786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mari-jyu权杖甲油胶96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20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mari-jyu黛汐甲油胶88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51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DM'SR莹润丝滑香氛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53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mari-jyu罐装胶96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54
玛莉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妍小伊寡肽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58
艾维娜（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芙研清 舒缓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63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鎏年时光素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79
广州鎏年时光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蘭家閨秀逆龄高光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7987
广州兰家闺秀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芙研清 植萃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00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Boliyrou清屑止痒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07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liyrou控油清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10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oliyrou垂顺柔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17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眼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5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INSHZEE茗希芝小金条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小金条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MINSHZEE茗希芝小金条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57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DAISCARL恒卷亮色温和洁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62
广州市三合化妆品科技有限
公司

仙妩媚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清颜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6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芙研清 净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73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因鲵胶原修护精华+因鲵缓冲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078 广州薇美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澳資莉精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04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宛美日本小分子透明质酸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28 广州钎金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精华液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73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蝶梵希赋颜深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77 广州妃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光益生润肤蛋白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85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光益生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86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光益生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87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光益生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88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光益生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189
广州壹鑫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班美夫人倍润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290
广州市美植尚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REYLEE异VC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29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异VC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29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EYLEE异VC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292
广州市柏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女王国际NWGJ果油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果油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国际NWGJ果油安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0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赋色浸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1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赋色浸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1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赋色浸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13 广州市莉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資莉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38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資莉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40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資莉晶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86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資莉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88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出水芙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出水芙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出水芙蓉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39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裔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24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Balan巴蓝香氛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60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精华水01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64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Balan巴蓝懒人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68
广州市欣怡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朵妮娜琉颜堂草本美肌靓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72 广州宸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赞想ZANXIANG男士古龙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8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想ZANXIANG男士古龙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8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想ZANXIANG男士古龙香水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82 广州新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RARELY瑞俪毛孔透吸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488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清透焕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08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清透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09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寡肽贻贝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10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贻贝清透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11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RARELY瑞俪富勒烯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16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花姿尚 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35
广州亿帆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EICHUN每纯人参植萃润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50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5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5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55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初清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7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 O'RLG玻色因寡肽透亮嫩肤冻干粉
套装 玻色因寡肽冻干粉+玻色因寡肽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素兰丝质蛋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82 广州兰星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資莉草本花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86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肌兰多层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87 广州曼肌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裔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89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艾馥芮清透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93 广州柒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SOD赋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96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炫派火星喵紧致赋活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599 广州花猫科技有限公司
千百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百素虾青素修护冻干粉套盒-虾青素
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0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WSIVINE棕灰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09 广州博伊馆贸易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兰花寡肽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兰花寡肽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兰花寡肽紧致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1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丽娆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3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娆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3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娆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33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妍茹初靓肤沁润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43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名莱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5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5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名莱祛屑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55
广州市欣颖日用化工有限公
司

黛曼普DAIMANPU小冰棒丝绒哑光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61 广州妆上妆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焕颜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8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焕颜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8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焕颜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8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HugMeLoveme VC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695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菲诺贝尔草本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0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草本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0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贝尔草本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0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滋润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4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植萃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5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雪柏丽氨基酸水润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70 广州雪柏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酵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72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FZTL茶树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8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秋雨海棠面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9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9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秋雨海棠面部紧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96 广州皇伽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博肽金典菁萃植物喷雾粉（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799 广州明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荟香舍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01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荟香舍草本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03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浏梓萱焕颜微肽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焕颜微肽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焕颜微肽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4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香嫔瓷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49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香嫔花蕊保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50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暨搏生物臻爱润洁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53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法润芙冰雾柔光定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润芙冰雾柔光定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润芙冰雾柔光定散粉（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69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添美娇润养肤空气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7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乐添美氨基酸牛奶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78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匠臣MEIJIANGCHEN鱼子酱青春定格抗
皱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85 广州市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精华液（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赋颜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外泌体冻龄蛋白赋颜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8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外泌体冻龄蛋白赋颜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89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新颜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浓缩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新颜外泌体冻龄蛋白赋颜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1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新颜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精华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莳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5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雅外泌体冻龄蛋白精华液（加强
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0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拉拉贝斯琉璃精华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12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琦季美多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33
广州琦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HugMeLoveme玫瑰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43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乐添美舒润修肤倍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53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晨颜溪露轻奢光耀气垫霜（钻石版）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61
广州金俏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漾美脐带提取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87
广州欧漾美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澳芙雪氨基酸温和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8990 广州鸿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15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盈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2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盈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2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盈润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2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仁和多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多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仁和多效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0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龄密码草本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6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tyRain丝熙秀蜂蜜润透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77 广州烟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XI金皙紧致焕采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80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2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圣秘籍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099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俏丽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7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颜馨仪腹部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18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悠欧泉灵芝水漾紧颜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3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好及施盈润提亮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35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乐添美活性炭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41 广州乐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八八丫 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八八丫 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八八丫 葡萄籽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SOD光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55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烟酰胺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56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琳梦多效修护冻干粉组合多效修护冻
干粉+多效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59 广州爱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渼尔渼玻色因酵母安舒臻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61
广州自然之友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多米烁水光焕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72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寻品汇生源草本养护组合-生源草本舒
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19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LIFUSHA鱼子酱修护滋养爆水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03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喜舒雅康清舒悦尔养护-悦尔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13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2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2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2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5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薰衣草鲜花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295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肌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06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Rosetimes星钻璀璨酷黑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17 广州潼绵化妆品有限公司

多米烁水光焕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20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3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3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34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国色粉黛剪水顾盼幼细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国色粉黛剪水顾盼幼细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国色粉黛剪水顾盼幼细
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美人清透净肤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真美人清透净肤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真美人清透净肤修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5
广州市洁奥日化有限责任公
司

李茗黛赋活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赋活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赋活水漾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4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ARELY瑞俪卓能赋原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55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吐呐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吐呐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吐呐清盈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6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密暂焕颜奢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73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自然之露橙花亮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377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舒研水杨酸焕肤祛痘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06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发轻松女神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2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发轻松女神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2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发轻松女神调理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21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DIREER迪热尔质感还原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54 广州美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erfiulii沫肤丽活悦舒养洁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56 广州博护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丽人水光素颜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7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清颜世家草本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1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亮眼魅弹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瑞俪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8 广州瑞俪科技有限公司

多米烁水光焕颜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89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精粹祛痘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96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懒人素颜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498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茗黛凝萃精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1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凝萃精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1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凝萃精致弹力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1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初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初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伽怡植物初颜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3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魅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魅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魅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尿酸双倍水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尿酸双倍水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尿酸双倍水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4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5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5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青春活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57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珍珠苦参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珍珠苦参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大诚堂蜂蜜珍珠苦参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6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焗油膏 焗油修护 粤G妆网备字2021119573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FEI·NIYA新肌靓肤试管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09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R.ROTUS幻旅物语足浴球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29 广州极乐鸟科技有限公司

Xilsamel花朵能量疏导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3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lsamel花朵能量疏导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30
广州金海优品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希诗原循环醒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42
广州妃子笑文化传播有限公
司

全岚吡硫鎓锌去屑洗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0 广州全岚药业有限公司
NAIWO耐沃植物香氛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全美四季肌底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59 广州市久扬贸易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肌源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67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美现堂焕彩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675
广州市美信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发轻松女神雪融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发轻松女神雪融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发轻松女神雪融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08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名匠化妆
品厂

雅点欧芭氨基酸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12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水光新颜透亮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16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26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27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FH三繁花沁润养肤持妆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31 广州桃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神叨真我不妆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33 广州感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倚后菁纯美肤双层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39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TONYBUTY猴面包树清爽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54
汤妮贝蒂美业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好及施盈润提亮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62
广州健玮美业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清颜世家肌源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771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妙媤焕颜亮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14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华科美妍素颜美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沙棘果焕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22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赤狐臻爱嫩活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29
广州伊旦曼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多米烁水光焕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32
广州多米烁婴童用品有限公
司

倚后水漾幻色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41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踢桃摩登情爱均衡丰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58 广州踢桃科技有限公司

姜喜艾温和舒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XUXU加州日落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加州日落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XUXU加州日落20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4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VINPRO蕴柏珍珠膏柔顺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珍珠膏柔顺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珍珠膏柔顺亮泽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69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姜喜艾姜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73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姜喜艾草本舒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74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清颜世家清颜平衡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893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倚后光采无瑕持妆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04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雅点欧芭氨基酸臻养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14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倚后虫草菁纯美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16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Amanda Legende艾曼娜鲜妍泡泡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22 广州尊凡化妆品有限公司



Pure Anada小艺术家慕丝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2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ure Anada小艺术家慕丝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2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Pure Anada小艺术家慕丝唇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26 广州市白云区昕薇化妆品厂
BIVISI碧维丝炫亮滋养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54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盈韧滋养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61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头发光泽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6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BIVISI碧维丝顺柔水润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66 广州凯蔓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滋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72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倚后致透净颜控油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84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莹润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19995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黛荻诗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0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0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保湿修护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04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茗伊马赛克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14 广州茗伊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诺蒙御龄奢颜龙血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16
广州菲诺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妗采草本强韧秀发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33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秀媚堂焕颜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37 广州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黛荻诗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4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肌梦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57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妤鲜青春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65 广州妤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颜术美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70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颜术美肌水解海绵粉+美肌融合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71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一泉芯 草本祛痘套盒 草本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77 广州贺嘉联商贸有限公司
倚后弹润沁肌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082 广州德茗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西崇去头屑调理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16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WEMI丸蜜乳酸杆菌舒缓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29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君竹丽人魅力呵护套-魅力呵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颜术美肌修护膏+寡肽修护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35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薇诗妮青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36 广州市领颜科技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倍舒水氧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44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4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4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玻尿酸补水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4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滋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55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净润油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56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调润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57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润畅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58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丽颜兰诗细嫩毛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细嫩毛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细嫩毛孔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6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7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7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大马士革玫瑰纯露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7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HugMeLoveme透明质酸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97
广州德聚仁合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熙妍蜜语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烟酰胺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19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透析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YAN臻爱净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净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净化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0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尊玺皂角首乌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11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人法兰仁和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3 广州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法兰仁和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3 广州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法兰仁和植萃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3 广州泓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熙妍蜜语伊谷草焕颜亮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2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WEMI丸蜜乳酸杆菌舒缓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4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42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VNC漫游仙境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48
广州魅惑都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儒義植感控油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67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漫知鱼子酱胎盘素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0 广州欧漫知化妆品有限公司
再護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玫瑰弹润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6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再護玻尿酸紧致修护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7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修护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79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光果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光果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未来魔法光果甘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柔润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柔润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柔润顺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7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娇韵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288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黄金修护组合-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黄金修护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滋养套-臻爱粉嫩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洗护组合-植物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滋养套-臻爱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滋养套-臻爱新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黄金修护组合-和美修护保湿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洗护组合-洗护双效润洁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1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密香修肌套-密香修肌冻干粉+
密香修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修护调理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部蛋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冻干
粉+眼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修护精纯液套-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2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绮慕时光修护溶解液+绮慕时光修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50 广州卡妙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修护调理套-修护冻干粉+修护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5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荟兰姿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385
广州康合大健康产业运营有
限公司

草木大师舒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06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12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12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12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草木大师头部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15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华蔻净透亮采修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华蔻净透亮采修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奥华蔻净透亮采修颜隔离霜（清新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0
广州市植村秀化妆品有限公
司

浏梓萱多肽净肤膜+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多肽净肤膜+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多肽净肤膜+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8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蜂皇蜜润亮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蜂皇蜜润亮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蜂皇蜜润亮采蚕丝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听芙 紧致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40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纳润丝滋养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46 广州盈妍贸易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紧致美肤套-寡肽冻干粉+紧致
溶媒液+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1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乔美堂多肽鱼子奢宠修护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3 广州唯越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榛美草本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榛美草本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榛美草本紧致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5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9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9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MYDEAR迈蒂欧鱼子酱精华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69
广州市白云区维她丽精细化
工厂

一泉芯 草本祛痘套盒 草本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74 广州贺嘉联商贸有限公司

纳歌花韵芬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0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芬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0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芬香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0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邂逅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玫丽香忆紧致美肤套-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487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菁肤堂水动力莹润套-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05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甄稀蜂王浆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柔顺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06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龄天使石墨烯美颜焕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19
广州未来美生物基因科技有
限公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润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芬美 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芬美 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芬美 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工匠膜法茯苓亮肤调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工匠膜法茯苓亮肤调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工匠膜法茯苓亮肤调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2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MR美拉提紧致套紧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33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修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3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修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3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城野森田海藻泥焕肤修护清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3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丰盈冻干粉+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36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娜焕肤清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娜焕肤清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宠娜焕肤清痘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1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奢律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护溶
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护溶
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奢律立体修护冻干粉组合-立体修护溶
媒液+立体修护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MR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5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水光冻干粉+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57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水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60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肤堂水动力莹润套-滋润保湿精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62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苗家七草水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73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76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儒義富勒烯清爽柔和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79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82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苗家七草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594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赤狐臻爱嫩活柔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00
广州伊旦曼力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弘禄堂舒畅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07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李茗黛魅力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魅力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魅力亮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人渔清椿持妆修颜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持妆修颜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持妆修颜粉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5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美人渔清椿玻色因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18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姜喜艾舒畅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20
广州豪晟医药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LEAWHA梨花轻呼吸润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71 广东德亿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三多九如活力养护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77 广东朗新药业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角色容颜 舒润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诗曼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6
广州美科世纪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仟倩妈妈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本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6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滋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0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ZERBO柚子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7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豌豆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ZERBO木瓜原浆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1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益草纤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舒缓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5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秀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秀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益草纤秀丽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78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熹瓦瓦塔身体精华液（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05
广州迪亚纳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熹瓦瓦塔身体精华液（居家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06
广州迪亚纳健康产业有限公
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婉欣纤美呵护秀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16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巧花容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46 广州久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露伦丝黄金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56 广州金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露伦丝艾草精油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58 广州金南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纳歌花韵润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69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润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69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纳歌花韵润养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69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蜜亚OUMIIYA多效修护焕颜霜（滋
润）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6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补水滋养修护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花巧皙多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巧皙多肽补水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7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瞳珍萃草木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83 广州俏瞳化妆品有限公司

池井上谷胱甘肽亮颜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86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橄榄润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887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菁肤堂水动力莹润套-雨雾丽颜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01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菁肤堂水动力莹润套-焕颜莹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04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池井上纤连蛋白舒缓修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06
柏林（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均妮平肤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10 广州均妮贸易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醒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季节男士氨基酸劲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29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驻颜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驻颜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胶原蛋白驻颜安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0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樱花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樱花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樱花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蔷薇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蔷薇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颜堂香氛沐浴露（蔷薇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致菲诗清颜祛痘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5 广州致菲诗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草轩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39
广州芊雪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5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5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营养滋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54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蒙丹露巧克力抗氧化植物精华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55
广州市蒙丹露化妆品有限公
司

束元素焕颜亮肤美肌套-焕颜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67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束元素焕颜亮肤美肌套-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68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石斛修护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石斛修护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石斛修护痘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7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83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菁肤堂水动力莹润套-滋润保湿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86
广州市白云区安洁妤化妆品
厂

艾雅戈魅力娇颜青春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88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魅力娇颜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89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魅力娇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90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魅力娇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0992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元素多肽童颜逆龄套-多肽童颜溶酶
液+多肽童颜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01 尚恩控股（广州）有限公司

Drve玫瑰净颜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10 广州笛乐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水
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水
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水
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1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港品科士威浪漫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港品科士威浪漫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港品科士威浪漫草本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1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Ⅰ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雅戈魅力娇颜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7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魅力娇颜焕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39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玉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65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66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洁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67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仙杜仲玫瑰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85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溪花露雨奥氏骨胶原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087 广州市广舟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多效滋润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13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去屑舒爽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17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云迪香水版控油清澈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19 广州艾云迪化妆品有限公司

妙儿乐洗发沐浴乳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儿乐洗发沐浴乳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妙儿乐洗发沐浴乳二合一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2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4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4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润养精
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4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帅薇头皮补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51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油头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油头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油头啫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56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肤奇ANFUQI眼部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59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丝柔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丝柔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丝柔嫩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60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安肤奇ANFUQI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70 广州安肤奇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韵美卸妆护肤光亮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71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8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8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去屑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8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199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HAGL水光晶润固体唇彩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06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男神晶刚哑色质感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10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妆涛拉丝百变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12 广州市妆涛贸易有限公司

汉草传家紧致塑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30
广州芊雪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媚集尊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7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7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70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净舒盈润去屑洗
发乳（柔润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79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净舒盈润去屑洗
发乳（丝质柔滑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82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净舒盈润去屑洗
发乳（修护轻盈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85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诗曼养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86
广州美科世纪企业管理有限
公司

曼瑞娜时光赋活弹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89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29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净舒盈润去屑洗
发乳（清爽盈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03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水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1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1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桦树精华液
Ⅱ号+桦树润养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16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蔻诺·清颜轻龄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18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诺·清颜轻龄美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19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几何秘密 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秘密 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秘密 氨基酸净润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27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之萃 寡肽修护冻干粉+美肌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42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 寡肽修护冻干粉+美肌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42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 寡肽修护冻干粉+美肌焕颜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42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Zuoaifei佐爱妃丝质顺滑护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0 广州勋悦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玻色因寡肽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玻色因寡肽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玻色因寡肽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2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VC视黄醇冻干粉+卿可卿植物精
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VC视黄醇冻干粉+卿可卿植物精
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VC视黄醇冻干粉+卿可卿植物精
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4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6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均妮童颜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77 广州均妮贸易有限公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深层净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深层净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立芯颜桦树水立方水润套深层净肌洁
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9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9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曲佳佳美韵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93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微沙尔咖啡香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396 广州微沙尔商贸有限公司
余几眼部舒缓专用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1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眼部多效微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2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眼部多维传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3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余几眼部胜肽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无硅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无硅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CHUART川雅迷迭香精油无硅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44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44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之萃臻颜滢润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44 广州市巨人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
颜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perfumelife香鉴岩蔷薇天然香氛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58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岩蔷薇天然香氛护手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58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PRO蕴柏玫瑰精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1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玫瑰精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1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玫瑰精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1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马油顺滑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马油顺滑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马油顺滑柔亮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63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圣妍熙沁妍精华液+水嫩冻干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75 广州悠容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esschan然存脐带精华黑松露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48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09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erfumelife香鉴青柠天然香氛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09 广州衍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既美童颜既美青春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10 广州淘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AB LUCKY卡拉哈里瓜红泥清清净净小
杯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35 广州魔法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CH素禧角鲨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36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CH素禧角鲨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36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CH素禧角鲨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36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轻奢氨基酸去屑
洗发乳（清爽柔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65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水份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74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轻奢氨基酸去屑
洗发乳（修护柔顺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76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秀媚堂焕颜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597 广州迪康生物医药有限公司

乐佳妍植物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26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樱凝水感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56 广州樱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KRNOBQUE魅眼菁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73 广州娇宇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奇朵美肌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8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兰奇朵美肌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8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兰奇朵美肌赋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8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帅薇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697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芯诗露肌润水感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15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发匠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18 广州苏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零感自然氨基酸
去屑洗发乳（修护活力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20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零感自然氨基酸
去屑洗发乳（丝质垂坠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21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妍蜜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蜜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蜜美肌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2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萱竹林多肽童颜冻干粉+多肽童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32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零感自然氨基酸
去屑洗发乳（莹润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33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零感自然氨基酸
去屑洗发乳（水润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36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阅亮肤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阅亮肤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阅亮肤水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1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水娃娃立体修护冻干粉+水娃娃立
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水娃娃立体修护冻干粉+水娃娃立
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水娃娃立体修护冻干粉+水娃娃立
体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男士清爽控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98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薇之水丝绒凝润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1799
薇之水化妆品（广州）有限
公司

乐佳妍男士焕颜活力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03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乐佳妍男士清爽控油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27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佰草氨基酸清满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佰草氨基酸清满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仁和佰草氨基酸清满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66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WSIVINE黑灰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67 广州博伊馆贸易有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
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
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DAANTREE|达安树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
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71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元名堂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72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帅薇滋养养发粉（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83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乐佳妍轻柔滋润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1896
广州传承药妆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HENTIE头御汤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91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91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强韧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913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季颜嫩·净透精粹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1948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ZIH 倩芙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1949
资医堂疤斑痘（广东）皮肤
研究院（有限合伙）

派克力泡沫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026
广州派克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UCH角鲨烷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031 广州素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心注XINZHU玻尿酸多效修护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057
中海（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泰莉萨涣颜保湿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1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保湿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1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保湿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14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金禧JINXI氨基酸造型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43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汴丝净发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汴丝净发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淼汴丝净发修护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自然钻石遮瑕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0
广州魅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嫝之源沁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沁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沁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植物调理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植物调理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植物调理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温和姜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温和姜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温和姜艾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缓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缓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缓精粹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平衡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平衡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平衡修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8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净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净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净清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7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姜梅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1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NXI金皙丽人面膜套装金皙丽人多肽
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00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斐斐艾尔蛇毒肽紧致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2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祚清透水感隔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29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荻柔姜盐控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荻柔姜盐控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荻柔姜盐控油清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4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K-Plus+脐带美肌冻干粉+脐带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美肌冻干粉+脐带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K-Plus+脐带美肌冻干粉+脐带美肌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3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佳临黑松露臻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临黑松露臻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佳临黑松露臻颜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24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婷碧泉净透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2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崇去油修护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5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西崇滋养蛋白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65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西崇油屑专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6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西崇烫染专用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73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吉多柔氨基酸控油健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79
一如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吉多柔氨基酸滋养柔顺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81
一如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吉多柔氨基酸祛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387
一如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伊贝世家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世家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贝世家富勒烯蛋白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1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颜禾美妙龄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28 广州肽康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 水感肌净润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臻爱沁润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39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多效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多效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清妍泉柠檬多效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2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缓调理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缓调理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缓调理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443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睛彩凤凰亮彩明眸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亮彩明眸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亮彩明眸眼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03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茹千叶玫瑰精粹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43 广州华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苾美斯型男动感潮卫造型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53
广州市艾娜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妈媚丽不沾杯唇釉7#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76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妈媚丽不沾杯唇釉6#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82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妈媚丽不沾杯唇釉5#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84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妈媚丽不沾杯唇釉8# 粤G妆网备字2021122596
上海熙妍服饰有限公司广州
分公司

JINXI金皙丽人面膜套装金皙丽人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28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芊惠舒缓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舒缓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舒缓按摩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洋甘菊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洋甘菊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洋甘菊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4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烟酰胺亮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59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莲姿雅玻尿酸寡肽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61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皓颜玉肌舒润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颜玉肌舒润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皓颜玉肌舒润养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6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汉祖皂角茶麸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73 广州尊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2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74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3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78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4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81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5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82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6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84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ANVNA安薇娜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
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85
广州安纳妤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禧JINXI丝蛋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696 广州晓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因诺雾感金属哑光口红N01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00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蓝色欣雨肌活修护精华套-肌活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肌活修护精华套-肌活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色欣雨肌活修护精华套-肌活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09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莱玫牛奶蜂蜜嫩滑滋养手蜡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17 广州妤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语蔻清透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8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语蔻清透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8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语蔻清透净颜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82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束水集神经酰胺平衡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85
广东束水集品牌服务有限公
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洗发乳 清爽控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88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季颜嫩·四季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791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UNUO：1匀诺青春亮妍修护精华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17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烟酰胺亮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25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艾因诺精萃酵母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57
广州卓沁健康美学文化有限
公司

泰莉萨舒缓静肤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缓静肤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舒缓静肤石斛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66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盛美臻享五胜肽原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74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lovly spots眯眯眼奢华紧致白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76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肌源盛美盛美臻享九胜肽原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2883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0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0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舒缓修护水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07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CYE指甲胶-钢化封层指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12 广州市曼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MACYE指甲胶-封层指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13 广州市曼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彩凤凰焕彩奢养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奢养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奢养眼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3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弗雷德博士时光肌胶原蛋白冻干粉II+
时光肌溶媒液II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0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芭丽蒂雾面丝滑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雾面丝滑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芭丽蒂雾面丝滑控油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1 广州莎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WAOSA圣维澳莎黑松露胶原肌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时光肌胶原蛋白冻干粉I+时
光肌溶媒液I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3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白芨靓颜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4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希瑟的秘密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50
广州合纵连横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艺恋姿多肽紧颜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61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艺汐颜苦参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苦参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苦参祛痘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66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恋姿多肽紧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2968 广州花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3豆沙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13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2巧克力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1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1砖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21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4亮橘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2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5女王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33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弗雷德博士时光肌胶原蛋白冻干粉III+
时光肌溶媒液III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39 广州中妆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6玫瑰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42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7酱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47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黄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黄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黄瓜植萃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YGIRIM沁心炫彩口红-08梅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4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完美青春清透净颜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6 广州博特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诗莜美金盏花收缩毛孔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67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启程牛油果营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8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牛油果营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8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牛油果营养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3086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澳诗图逆龄抗衰塑颜套盒-逆龄抗衰塑
颜粉+逆龄抗衰塑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2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诗图逆龄抗衰塑颜套盒-逆龄抗衰塑
颜粉+逆龄抗衰塑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2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诗图逆龄抗衰塑颜套盒-逆龄抗衰塑
颜粉+逆龄抗衰塑颜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21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39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MISS LILLY蜜斯莉芦荟保湿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39
广州蜜斯莉个人护理用品有
限公司

烨唯曼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4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烨唯曼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4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烨唯曼玻尿酸钠精华液+脐带精华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149
广州市阿西娜化妆品制造有
限公司

优立肤 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12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菁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菁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菁春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RINIVA赋活童颜时光定格套组-赋活
童颜时光定格粉+赋活童颜时光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ORINIVA赋活童颜时光定格套组-赋活
童颜时光定格粉+赋活童颜时光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BORINIVA赋活童颜时光定格套组-赋活
童颜时光定格粉+赋活童颜时光定格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3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42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瓷雅酵母臻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50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蔻萱樱花粉润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64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莲姿雅多效弹润紧致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76 广州市爱炫日用品有限公司
关尔葡萄籽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关尔葡萄籽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关尔葡萄籽焕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7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羊胎素修护冻干粉+羊胎素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87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博尔温熙润养植物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89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欧博尔温熙润养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91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姿诗莜美马鞭草迷迭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92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5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9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4 粤G妆网备字202112329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3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00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2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01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1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05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纽存保湿沁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06 广州悦娜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1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1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1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余几寡肽-3基肽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14 广州芭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色之迷光感不沾杯唇釉06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1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ILAIYA姬莱雅 三椒控油祛痘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31 广州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媄·素妆菁纯鲜肌膜+菁纯鲜肌面膜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32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采筠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臣眼部迷典精华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0 广州华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青莲凯蒂奢宠净颜亮肤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5
广州红莲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众诚伊美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7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万妖宫樱花如初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59
日医工株式会（广州）化妆
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盈润保湿柔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70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草夫人牛油果净透丝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草夫人牛油果净透丝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草夫人牛油果净透丝滑身体磨砂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72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8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红茶松露熬夜焕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红茶松露熬夜焕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红茶松露熬夜焕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390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花萃精油嫩肤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04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富勒烯透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14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植草镇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17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虾青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1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镇草本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22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岁肌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27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瓷雅酵母臻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43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雅酵母臻萃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45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草本净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0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多肽修护溶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多肽修护溶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多肽修护溶液+多肽修护冻干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53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关尔草本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关尔草本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关尔草本玉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肌肽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47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婳颜玻色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婳颜玻色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婳颜玻色因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0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蔻萱樱花净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5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蔻萱樱花润养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6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媄·素妆晚安甄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08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索媄·素妆早安菁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11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轻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42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倍爽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44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赛雅纳诗亮颜保湿生物纤维脸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51 广州圣展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lovly spots眯眯眼奢华修护白金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59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AYGIRIM爱格琳多功能彩妆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62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嘉琪曼花男子海洋植物海藻胶原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70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植物臻美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76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皙淑轻盈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0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淑活泉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1 广东三源禾化妆品有限公司
MIDUOLA咪朵拉固色防水眼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7 广州仟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756桃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59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80淡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80淡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080淡橘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0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520玫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1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4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马迪奥烈焰魅惑唇膏999哑光正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05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素婷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6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宝趣玫瑰玫瑰精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673 广州友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7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7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7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妥适鳄鱼多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9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妥适鳄鱼多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9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巴妥适鳄鱼多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379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媄·素妆菁纯鲜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01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弘人头威丽美容润肤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06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媄·素妆菁纯鲜肌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08
广州索媄荟品牌管理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肌肽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10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莉源漾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2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漾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2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漾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22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平衡草本套-平衡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头部草本套-头部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87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舒活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00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薇珀诗菁纯舒缓特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45
广州诺贝生物医药科技有限
公司

植草镇肌肤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70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草镇美肌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73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肤润瓷肌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74 广州欧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视黄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7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水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水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水分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思薇毛孔清洁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3993
广州菲思薇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摩西迷尔马鞭草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04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西迷尔马鞭草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04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摩西迷尔马鞭草控油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04 广州卡丝蓝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本百萃植萃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19 广州悦己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清堂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22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新活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48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綠水母草本痘肌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66
於皇（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草宝贝富勒烯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70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草宝贝富勒烯透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72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腹部草本套-腹部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清堂清颜草本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92 广州璞鑫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水漾御龄燕窝多
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93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肃威高洁净洗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肃威高洁净洗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肃威高洁净洗手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09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胸部草本套-胸部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莱粉黛麦角硫因松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4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麦角硫因松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4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麦角硫因松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47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叶其芳玫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6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玫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6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玫瑰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61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IH 草本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79
资医堂疤斑痘（广东）皮肤
研究院（有限合伙）

叶其芳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9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9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叶其芳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194 广州尚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09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09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神经酰胺舒缓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09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魔力鲜颜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青春龙胆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龙胆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青春龙胆美肌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1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富勒烯紧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6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花草宝贝富勒烯弹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18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港品科士威百草系列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港品科士威百草系列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港品科士威百草系列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5 广州和佳润颜医药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甄稀蜂王浆清爽去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28 广州市芭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水漾箐华多肽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35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一丝香氛滋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69 广州千清丝化妆品有限公司
U7有其果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果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U7有其果酸去角质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植草镇清痘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81 广州植草镇化妆品有限公司

KAG氨基酸清满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G氨基酸清满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KAG氨基酸清满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90
广州美续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诗踏绮碧瓷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92
广州凤肌生物科技服务有限
责任公司

圣颜独魅精粹多肽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4296 广州施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韵烟酰胺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烟酰胺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烟酰胺多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0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惊艳拉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惊艳拉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惊艳拉长卷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纤羽卷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纤羽卷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纤羽卷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西蕊茶爽细致清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18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韵芙倩黑灵芝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黑灵芝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芙倩黑灵芝何首乌草本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20 广州缘生源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肤润肌光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27 广州欧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丰羽炫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丰羽炫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丰羽炫翘双头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润唇膏挚爱004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润唇膏挚爱004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L&TOO临泽凹凸棒基润唇膏挚爱004润
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3
广州市禾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芊蕊茶爽细致清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4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诺美荟愈创木舒缓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37 广州诺美荣光科技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2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蓝铜肽修护冻干粉+蓝铜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4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菩媞沐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55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欧莱粉黛雪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欧莱粉黛雪肌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56
广州市铂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HM梦华美小细跟丝滑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64 广州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可丝罗曼醒洗毛发修护水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85
广州巴科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添希颜疏通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希颜疏通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添希颜疏通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38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芊草萃茶爽细致清润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51 广州弘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韵诗睛采莹润溶媒液+睛采莹润冻干
絮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56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ELANOTE小安瓶头发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77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告白女神皙透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告白女神皙透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告白女神皙透胶原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499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绿茶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1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绿茶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1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绿茶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1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涅肤净颜美肤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22 广州佰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新肌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34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首乌洗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50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佰荟香舍清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58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荟香舍舒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61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丽香忆多肽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6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SASK极光塑颜精华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65 广州芮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新肌面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66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引诱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引诱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引诱丝绒哑光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丝享家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丝享家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丝享家雾感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无痕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无痕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无痕遮瑕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和颜炫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和颜炫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和颜炫色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9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aimoon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97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aimoon可卸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4597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水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04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奢华植萃舒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44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SUHOU素后纤连蛋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
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48 广州臻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胜肽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81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46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p酷卡复古发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14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2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2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2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九胜肽美肌靓颜冻干粉+多效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3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九胜肽美肌靓颜冻干粉+多效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3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韵九胜肽美肌靓颜冻干粉+多效修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3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班豆管家清肌祛痘套清肌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57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emonro兰梦璐魅秀焦点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魅秀焦点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魅秀焦点单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亲肤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亲肤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亲肤焕颜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星光闪耀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4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imagic戈登沙滩三色修容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7 广州魅资影化妆品有限公司
TONGYANMEi 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
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GYANMEi 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
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ONGYANMEi 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
多肽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6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密码 虾青素焕颜润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 虾青素焕颜润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 虾青素焕颜润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9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睛采舒纹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795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玖柏翠植萃积雪草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0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柏翠植萃积雪草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0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玖柏翠植萃积雪草焕颜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0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GS.TIP MAGIC补水焕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04 广州高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O.CE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10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欧韵诗睛采赋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21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Linemonro魅力酷黑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魅力酷黑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魅力酷黑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今都贝贝安婴儿青蒿臻护洗发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49 广州恩道婴童用品有限公司
DUONIYA朶霓雅活性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4899 广州翠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密暂焕颜奢宠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30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韵美清透保湿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韵美清透保湿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韵美清透保湿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5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魔术艺彩双效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魔术艺彩双效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魔术艺彩双效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8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JANE DANCE你的一生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4991 简舞（广州）贸易有限公司
BYLORAN焕采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采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采轻透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美漾润颜靓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5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莱克蔓妮瑰蜜凝颜补水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58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枫丹白露植萃修护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60 希康日化（广州）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7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暨美源多肽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82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佰巧龄水光莹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99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巧龄水光莹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99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佰巧龄水光莹润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5099
潼颜（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蒂诺尼润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01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9系铂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17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1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1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CPZ山茶花焕活修护鲜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1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8系黄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2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6系钻石）-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28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滋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多肽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3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9系钻石）-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9系黄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3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9系至尊）-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43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畅妆细羽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畅妆细羽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畅妆细羽眼线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安堂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清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BYLORAN焕肤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肤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肤奢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59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 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71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熙元棠璀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元棠璀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熙元棠璀璨清润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2 广州威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缇思虾青素胎盘蛋白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3
广州宝莳婕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祚靓肤素颜霜（柔光紫）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5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艾尚女神水感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197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佧姿澳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佧姿澳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佧姿澳美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臀部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0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清润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清润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清润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7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缓养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1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赋活套-焕颜赋活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3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3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3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37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臻煊青春舒润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39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umuLoveliest木蕾诗图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5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活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活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活力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YLORAN焕颜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8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颜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8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BYLORAN焕颜亮肌润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283 广州亿通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QIANZIDIE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08 广州美川红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祚靓肤素颜霜（香草绿）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27 广州东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30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清慧眸 眼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42
慧眸国际生物科技（广东）
有限公司

ZIH 弹润焕彩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66
资医堂疤斑痘（广东）皮肤
研究院（有限合伙）

婳笔肌肽美肤溶媒液+婳笔肌肽美肤冻
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67
广东省臻爱医药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珂舒研寡聚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81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柔润1号视黄醇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95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茵妆黑莓玻尿酸补水嫩肤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39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冻干粉+虫草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冻干粉+虫草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Dlro虫草美肌修护冻干粉套盒-虫草美
肌修护冻干粉+虫草美肌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07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赋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1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赋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1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合美优享植萃活力赋活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15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伊臻煊青春舒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16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汐荨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24 广州迪氏药业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松露菌平衡光透滢润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松露菌平衡光透滢润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松露菌平衡光透滢润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3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缇沃赋活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赋活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赋活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4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梅氏汉芳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梅氏汉芳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梅氏汉芳修护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04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净颜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06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乾谷眼部草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1
广州乾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INXI金皙柔皙轻透防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4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茹氨基酸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5 广州华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芮一玫瑰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玫瑰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芮一玫瑰水润保湿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16
广州市养玉堂植物研究有限
公司

JINXI金皙水光气垫CC霜 自然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31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NXI金皙水光气垫CC霜 亮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32
广州市金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唯妃美氨基酸净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3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氨基酸净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3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唯妃美氨基酸净润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3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烟酰胺微生态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烟酰胺微生态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烟酰胺微生态修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1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5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Boliyrou清透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560 广州欧娜精细化工有限公司
芙研清 神经酰胺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17 广州市嘉研贸易有限公司
Suitiara诗途云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18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汉熙 Hxhonxii类蛇毒肽臻润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34 广州智宽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西崇油屑平衡调理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38 广州市西崇贸易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4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丝忆花纯玫瑰鲜榨精华氨基酸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5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5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自然之露橙花亮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68 广州潇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绮易美大马士革玫瑰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大马士革玫瑰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大马士革玫瑰水润舒缓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0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华雅美蕴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华雅美蕴安肤舒缓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4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鱼籽酱理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鱼籽酱理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鱼籽酱理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8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BEI·OU北鸥宝宝熊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8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BEI·OU北鸥宝宝熊系列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86 广州市北鸥化妆品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柏蘭度烟酰胺微生态调理洗护沐套装-
氨基酸微生态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5692
广州市绿色春天化妆品科技
研发有限公司

伊臻煊青春舒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03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歌洛菲富勒烯胶原蛋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富勒烯胶原蛋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富勒烯胶原蛋白晚安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09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黑加仑玻尿酸水润修护熬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17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赋活套-焕颜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65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弘人头海藻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90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肌密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肌密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秀所肌密修护精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79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赋活套-焕颜赋活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13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靓肤套-焕颜靓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15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焕颜赋活套-焕颜赋活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42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源动力补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43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口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4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秘龄瓷肌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48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清透焕肤肌活
粉+清透焕肤肌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50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清透莹润焕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52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水漾净透洁面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55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简龄宝藏清透焕肤组合-安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56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茵妆依克多因肌底修护抗初老熬夜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71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玛百莉氨基酸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885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赋颜冻干粉+玻尿酸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09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1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芬洛蒙眼部修护鱼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28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UNUO：1匀诺青春亮妍修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30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MEICHUN每纯山茶花滋养嫩肤沐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33 广州玉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琦季美传明酸胶原蛋白微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34
广州琦季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妍茹初植萃净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0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植萃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1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清透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3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俏伊妮皂角精华修护发膜+俏伊妮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7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俏伊妮皂角精华修护发膜+俏伊妮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7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俏伊妮皂角精华修护发膜+俏伊妮草本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7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Suitiara诗途琉璃8色眼影粉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49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p魔头星水晶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73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蓝黛发彩动感竖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82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梵思美薰衣草冰晶净颜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91 广州雁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粉底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94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CYNSER玻色因奢焕宫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9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CYNSER玻色因奢焕宫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9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CYNSER玻色因奢焕宫廷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5995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裔滋养液+伊裔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02
北上际（广州）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玛百莉水杨酸控油净痘棉片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28 广州市蓓琦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积雪
草舒缓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48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5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5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草本能量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5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依克
多因保湿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62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玻色
因弹润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64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二裂
酵母补水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69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金盏
花焕亮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72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蓝铜
肽紧致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73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虾青
素抗氧化修护冻干粉 + 多效修护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75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芬洛蒙六胜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77
广州艾来姿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蔻密码七彩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 多效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95 广州桑春雪化妆品有限公司

启程牛油果亮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牛油果亮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启程牛油果亮丽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098
广州市欧姿尚精细化工有限
公司

深语备长碳优肌清颜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1 广州深语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嘟俏植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嘟俏植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嘟俏植物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恒滋柔滑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恒滋柔滑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恒滋柔滑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49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血橙甜蜜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血橙甜蜜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血橙甜蜜滋养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5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QZVZ薄透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ZVZ薄透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QZVZ薄透雾感名片唇釉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1
广州市媚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美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美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美肌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18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浏梓萱肌底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底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浏梓萱肌底养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3 广州宇佳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缇沃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草本能量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0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yameina雅美娜青蒿精油去屑发用洗剂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18
汉高（广州）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資莉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25 广州好脸道化妆品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易美十岁神经酰胺寡肽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1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颜绣玉鲜颜肌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4
广州绣颜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塑媄清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38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锦兰朵桂花润养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桂花润养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桂花润养臻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0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塑媄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1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1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塑媄清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41 广州汇乐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梦堂草本醒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65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女王传奇草本海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71 广州美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万人美六胜肽冻干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5
广州万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R乳酸蛋白冻干粉+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6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FZTL薰衣草植萃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7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坤起娅植物萃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坤起娅植物萃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坤起娅植物萃取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88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御秀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290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斯名媛芦荟清透滋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0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斯名媛芦荟清透滋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0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妃斯名媛芦荟清透滋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01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妃环宇赋活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3
广州洋辰圣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妃环宇赋活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3
广州洋辰圣妆化妆品有限公
司

靓妃环宇赋活靓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3
广州洋辰圣妆化妆品有限公
司

媚集尊享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28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3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3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39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4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4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金拇指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4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帅薇修护爆水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50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理肤之秀SHOW OF SKIN玻尿酸多效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之秀SHOW OF SKIN玻尿酸多效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理肤之秀SHOW OF SKIN玻尿酸多效修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60
广东柏俐臣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巩美堂按摩滚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巩美堂按摩滚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巩美堂按摩滚珠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3 广东全力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疏活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6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桂天然小芒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桂天然小芒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桂天然小芒果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88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91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芯诗露疏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392 广州喜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东方传祺美人植萃草本精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02
广州颐养蜜语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小白日记多肽修护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日记多肽修护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小白日记多肽修护女神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05 广州市中马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盛美盛美致臻六胜肽原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09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丝忆花纯玫瑰鲜榨精华氨基酸头发注养
雪花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15 广州优钻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流香香体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19
广州市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盛美盛美致臻胶原蛋白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26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EKAWEY天使之泪眼影盘（2号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41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靓颜美皙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62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瑞娜璀璨星河眼影盘M02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68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瑞娜璀璨星河眼影盘M01 粤G妆网备字2021126481
广州曼瑞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禾谷集密罗木舒缓美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00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密罗木舒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04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玭美平衡柔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10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ZTL薰衣草植萃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20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暨盛美盛美致臻胶原蛋白原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26
广州暨盛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丽姿曼清新舒缓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33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ReJeune女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43
再美（广州）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密之语粉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48
广州柏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密之语滋润营养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49
广州柏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俏伊妮一喷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5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俏伊妮一喷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5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俏伊妮一喷柔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53
广州大爱化妆品制造有限公
司

仙妩媚媚颜压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压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压缩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56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旦 SNOWFEES痘肌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07
广州佳莉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菲丽兰臻纯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17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出水芙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2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KS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669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U.yi尤一八重玻尿酸双分子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28 广州市姿蒂化妆品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靓颜美皙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41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MY BAZY魅佰姿芦荟补水修护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4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禾谷集密罗木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54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冻干粉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7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Y BAZY魅佰姿小麦油滋养柔顺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92 广州耐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URAN透然肌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96 广州透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FEI·NIYA新肌水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798
广州香谢里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天道古方舒缓液+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00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道古方舒缓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18 广州市翊航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YAN臻爱洗护组合-洗护双效润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2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2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2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27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春季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38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寻品汇草本润肌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40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润衡油5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42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菲丽兰臻纯修护眼部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59 广州芊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黄金修护组合-5D蚕丝蛋白隐
形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6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多肽修护冻干粉组合-多肽修
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85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禾谷集密罗木舒缓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6893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05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榛美紧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榛美紧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榛美紧致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2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御秀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秀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24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提拉美素润护冻干粉+润护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3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HiGOO甜美樱花氨基酸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35
标王（广州）国际化妆品有
限公司

仁祥凤凰堂植草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45
广州仁祥堂生物药业有限公
司

禾谷集密罗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51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粉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7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粉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7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妃丝KAFESI粉钻香水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72 广州中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润颜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6985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古方密匙黑松露鱼子多效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31 广州新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少女派对复古小细管丝绒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45 广州乐妆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坤起娅植物萃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坤起娅植物萃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坤起娅植物萃取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66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TAYE她叶日式罐装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71 广州千崎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明眸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7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IQICI皙蔻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IQICI皙蔻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IQICI皙蔻净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77 广州成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润护冻干粉+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8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CHHONA中雅小金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094 广州九弘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精雕定制套-精雕冻干粉+精雕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0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精雕定制套-精雕冻干粉+精雕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0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0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0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谜钻蛋白舒爽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0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明眸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16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AYAN小微脸组合套-小微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2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小微脸组合套-小微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3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黄金修护组合-美肌修护保湿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3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小微脸组合套-小微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3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奢养多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奢养多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奢养多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5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匠大集玻尿酸护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62 广州御发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焕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65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创肤宝寡肽修护套组-寡肽修护冻干粉+
寡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77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JMAYAN臻爱洗护组合-植物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8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洗护组合-植物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719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黄金修护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黄金修护组合-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冰晶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臻爱滋养套-臻爱粉嫩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臻爱滋养套-臻爱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冰晶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冰晶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0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1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滋养套-臻爱粉嫩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1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滋养套-臻爱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1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滋养套-臻爱新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1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多肽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47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GoodFolia植物润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GoodFolia植物润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GoodFolia植物润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51
广州市白云区大荣精细化工
有限公司



艺汐颜当归焕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当归焕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艺汐颜当归焕肤面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74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80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肌醇水合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81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真美人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9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美人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9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真美人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93 广州妍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LLMAR古町系列甲油胶（024） 粤G妆网备字2021127299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富勒烯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富勒烯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芝维妮富勒烯靓肤补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0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SULLMAR古町系列甲油胶（057）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11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玫瑰莹润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玫瑰莹润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玫瑰莹润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禾谷集奢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24 广州粤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ineNa御龄逆时光焕亮精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25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zikou爱姿蔻蜜蜡滋养修护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3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izikou爱姿蔻蜜蜡滋养修护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3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izikou爱姿蔻蜜蜡滋养修护倒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37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QZVZ密卷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42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QZVZ密卷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42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QZVZ密卷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42 广州蒂勋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烟酰胺润亮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43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YUMAYAN泛醇活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47 广州美利来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修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73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娇韵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74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春季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76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草本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78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赋能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8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妩媚媚颜美肌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393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多柔氨基酸精油护发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11
一如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妗采草本修护润发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15
广州妗采中药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臻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1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臻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1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轻美集红梨酵素臻护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1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20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轻能保加利亚有机玫瑰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56 广东理想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慕尚云锦时光秘匙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6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尚云锦时光秘匙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6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尚云锦时光秘匙清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61 广东伊留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MRZZ皮脂膜修护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75 广州子弘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创肤宝寡肽修护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477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头皮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1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头皮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1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HENTIE头御汤头皮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14 广州柔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芦媛眼部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4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植萃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李茗黛玫瑰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玫瑰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玫瑰精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66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卿可卿富勒烯抗氧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富勒烯抗氧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可卿富勒烯抗氧冻干粉+卿可卿植物
精粹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逆龄抗衰紧致套-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逆龄抗衰紧致套-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羋丝逆龄抗衰紧致套-淡纹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598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苗家七草玻尿酸水光透润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03
广州韩草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華安堂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温润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1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素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素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颜如沙素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YOENJEYE映纪靓颜去角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靓颜去角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靓颜去角质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28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千妍悦汇小微脸组合套-小微面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3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小微脸组合套-小微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3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1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華安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華安堂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小微脸组合套-小微冻干粉+小
微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小微脸组合套-小微面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艾雅戈青春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7 广州俏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YAN小微脸组合套-小微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4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小微脸组合套-小微冻干粉+小微
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5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小微脸组合套-小微面膜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5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小微脸组合套-小微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5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小微脸组合套-小微冻干粉+小
微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5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IUaena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aena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Uaena焕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6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YGIRIM 海绵直液式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7698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盈润保湿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07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靓颜美肌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08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清颜世家肌源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14
广州清颜世家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JMAYAN黄金修护组合-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2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黄金修护组合-修护冻干粉+修护
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2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棠黛赋活焕颜靓肤套盒-赋活焕颜靓肤
肌底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23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YZRAIN清透水润多效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29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丽图润颜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36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魅之莱青春多肽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之莱青春多肽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之莱青春多肽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41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臻爱洗护组合-洗护双效润洁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4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瓷蕊清润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74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芦媛明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17 广州芦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RING造型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18 广州楚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曼彥氏家清颜战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30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nuos沙漠骆驼奶面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3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UNUO：1匀诺青春亮妍修护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富勒烯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富勒烯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富勒烯焕颜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烟酰胺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烟酰胺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烟酰胺亮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46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焕彩如馨水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51
不凡国际（广州）科技有限
公司



nuos美肌玉润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53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碧爱尚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爱尚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爱尚柔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89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AYAN精雕定制套-精雕冻干粉+精雕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91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冻干
粉+眼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89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班肖静鱼子酱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鱼子酱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鱼子酱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2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3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班肖静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4 广州暨宣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MAYAN密香修肌套-密香修肌冻干粉+密
香修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17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靓姿伊秀舒畅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0 广州雅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冻干
粉+颈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hineNa御龄逆时光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7
广州美澜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贞檬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金桂花眼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3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部蛋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4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MAYAN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部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明眸善睐眼护套装-眼护冻干粉+
眼护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茜如娇白池花籽养肤卸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白池花籽养肤卸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茜如娇白池花籽养肤卸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5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BABITi芭碧缇璀璨光感透皙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63
广州雪肤世家化妆品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紧致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64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千妍悦汇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蛋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6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HLX IT'S PRETTY男士素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70 广州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修护精纯液套-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7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修护精纯液套-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797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芮葵儿草本柔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0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草本柔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0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草本柔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08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瑞雨丽复活草高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12 广州水之语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葵儿水感植萃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1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水感植萃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1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水感植萃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16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珍美集 黄金蜗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2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集 黄金蜗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2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珍美集 黄金蜗牛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27 广州卿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彥氏家清颜战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40
广州清颜堂药业科技有限公
司

弘玺婉青原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玺婉青原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弘玺婉青原水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5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莲之美鱼子驻颜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鱼子驻颜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鱼子驻颜时光紧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素韩胎盘素抗皱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74
广州御素韩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凝时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凝时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凝时紧致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0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谧极水光亮彩无暇气垫CC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3 广州卓大商贸有限公司
妆美清莹嫩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7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顔癸人海藻糖清润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09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润套-草本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臻萃套（春暖花开）-
草本臻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FLAROUS弗瑞思理肤虫草隔离乳1#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54 广州铂思琳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粉樱花漾亮肤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57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芳谱露丝莹润透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60
广州露凝香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四季养护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四季养护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四季养护
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四季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
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多肽舒缓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79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鸥德洣菈烟酰胺净透保湿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181 广州市卡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洗发乳 香氛顺滑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07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雀士氨基酸精油香氛洗发乳 去屑止痒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09
广东义信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麦瑞时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麦瑞时塑颜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14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赫利贝瑞纤连蛋白修护组合-纤连蛋白
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29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赫利贝瑞纤连蛋白修护组合-纤连蛋白
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31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赫利贝瑞纤连蛋白修护组合-纤连蛋白
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32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赫利贝瑞纤连蛋白修护组合-纤连蛋白
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33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赫利贝瑞纤连蛋白修护组合-纤连蛋白
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34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顔癸人海藻糖水磁场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68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祖慈通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衡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4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5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5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5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祖慈通爽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75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顔癸人海藻糖清润能量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82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泉雨溪草本祛痘面膜+泉雨溪水杨酸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草本祛痘面膜+泉雨溪水杨酸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泉雨溪草本祛痘面膜+泉雨溪水杨酸调
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89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人仁和匠心奢粹凝活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0 广州博科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鱼子蔷薇润泽致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鱼子蔷薇润泽致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鱼子蔷薇润泽致颜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2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雅蘭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08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雅蘭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10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柔滑水润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11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嘉琪曼高丝海藻滋养润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18 广州清携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4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inoscar小分子玻尿酸早安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47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inoscar小分子玻尿酸晚安次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50
广州伊臣士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绿村荘玻尿酸水润顺滑香氛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58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清莹嫩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66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樱肌丽人氨基酸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75 广州远菲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修护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eDiciL薇妮茜雪肌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79
广州市玉芊婷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美粉樱花漾亮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38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轻奢氨基酸去屑
洗发乳（莹亮滋养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11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AKEVER雅之时尚香氛轻奢氨基酸去屑
洗发乳（丝滑飘逸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13 广州素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清莹嫩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2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清莹嫩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3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3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美水润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39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图透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42 广州自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沁润套（欣欣相映）-
草本沁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舒爽套（秋高气爽）-
草本舒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芯诗妍二裂酵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妍二裂酵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芯诗妍二裂酵母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77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瑞蒂斯植粹修护奶面膜+美瑞蒂斯植
粹修护奶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78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嫝之源舒润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8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美粉樱花漾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9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粉樱花漾亮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492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SUCH角鲨烷精华液（干枯发质专用）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01 广州素禧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水润保湿冻干粉+水润保湿溶
媒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07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焕颜逆龄冻干粉+焕颜逆龄溶
媒液+焕颜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靓肤焕颜冻干粉+靓肤焕颜溶
媒液+靓肤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2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御岁肌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御岁肌能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6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卡思琳美颜隔离护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18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润触感自动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润触感自动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润触感自动唇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纤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纤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魅力纤变眼线液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优美芍药水凝透润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2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31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水润精华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32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莱星儿鱼子酱神经酰胺防护隔离霜01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33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颜奢汇清素肌底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3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妆美清莹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4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味沽方腿足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腿足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腿足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4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欧博尔温熙润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0 广州皇瑞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梵玊？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玊？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玊？美肌靓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6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玊？玫瑰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玊？玫瑰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玊？玫瑰保湿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57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优美芍药水凝肌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6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珍珠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珍珠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执道珍珠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6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透明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572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博颜丽莎舒养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05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DAME POMME苹果夫人 玻色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08 广州兰馥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神经酰胺蛋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25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YAL COLLEGE 金盏花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1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顔癸人海藻糖凝珠润养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2
广州颜癸人医药科技有限公
司

丹梦妮轩蓝铜胜肽莹润冻干粉+蓝铜胜
肽莹润补水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蓝铜胜肽莹润冻干粉+蓝铜胜
肽莹润补水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蓝铜胜肽莹润冻干粉+蓝铜胜
肽莹润补水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4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欧泉灵芝滋养肌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48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调润泽肤冻干粉+调润泽肤溶媒
液+调润泽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5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青春焕活冻干粉+青春焕活溶解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5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ICOS舒缓安肤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61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黛优美芍药水凝沁肌透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6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优美芍药水凝活妍精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6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水润保湿冻干粉+水润保湿溶媒
液+水润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8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予臻木槿花生姜控油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83
予臻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遇芯缘润护冻干粉+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8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黛优美芍药水凝净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8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欧泉灵芝水漾靓颜拍拍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89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予臻青蒿净屑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697
予臻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予臻当归茯苓滋养洗发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07
予臻生物医药科技（广州）
有限公司

悠欧泉灵芝水漾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0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多肽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多肽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多肽驻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腰臀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腰臀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腰臀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3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肩颈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1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妆美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21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寻品汇多维寡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26
广州市泊雅诗化妆品有限公
司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4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5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个仔芬香沐浴露（紫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46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季颜私人定制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51
广东相约十八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DTDNA寡肽小分子冻干粉-寡肽小分子冻
干粉+寡肽小分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70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宏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加强型冻干粉（尊贵体验组）+
加强型溶媒液（尊贵体验组）

粤G妆网备字202112877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贞檬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1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1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贞檬野菜深层洁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18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丽小猫氨基酸温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小猫氨基酸温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丽小猫氨基酸温润净澈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2
广州欧丽雅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云微冠水盈修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5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宫泉蓝铜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蓝铜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宫泉蓝铜肽水漾冰润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7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颜奢汇清素肌底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29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水联邦透明质酸钠修护贴（舒缓肌敷
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32
广州聚美仁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珂舒研寡聚胶原蛋白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35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卜纷控油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39 广州市万缘实业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爽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5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爽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5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泰莉萨涣颜清爽洗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51
安和堂（广州）医药生物科
技有限公司

SHUIZAOZUBAI茯苓多肽臻养焕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54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窈窕佳人轻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窈窕佳人轻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窈窕佳人轻柔腮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花漾无痕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7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花漾无痕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7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花漾无痕遮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7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花季莹透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9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花季莹透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9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花季莹透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95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IZAOZUBAI茯苓多肽臻养亮采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8897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明珠御颜靓颜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06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新活时光能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11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泰莱玫瑰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泰莱玫瑰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诗泰莱玫瑰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透明质酸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21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云微冠燕窝亮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23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丹梦妮轩多肽靓颜冻干粉+靓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2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多肽靓颜冻干粉+靓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2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丹梦妮轩多肽靓颜冻干粉+靓颜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2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55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养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58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清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59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鳄大师鳄鱼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大师鳄鱼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鳄大师鳄鱼多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76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惜颜水光焕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78 广州花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SCF多肽青春提升冻干粉+青春保湿
提升溶媒液+青春保湿提升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88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3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忆生源至美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5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颜奢汇清素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6 煜星科技（广州）有限公司

瑷尚美焕颜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899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活性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0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活性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0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活性肽焕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04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肤茹珠牛奶靓肤软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24 广州露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瑷尚美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2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2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能量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2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3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3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赋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32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贵娜紫净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娜紫净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娜紫净颜靓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舒研水杨酸焕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5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贵娜紫烟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娜紫烟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贵娜紫烟酰胺补水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舒研寡聚胶原蛋白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47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欧肤润肌光紧致VC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52 广州欧润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再笙梵容梵容清静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54
广州再笙梵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玫丽香忆多肽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56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水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60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芙蕊水漾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67
广州市嘉旗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emonro兰梦璐水晶透颜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水晶透颜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水晶透颜定妆粉饼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4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5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晒后修护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晒后修护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晒后修护舒缓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078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瑷尚美焕颜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瑷尚美焕颜水嫩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07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花草宝贝透明质酸保湿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15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妆美水润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22 广州起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可可美哒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可美哒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可可美哒玻尿酸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25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TOB舒润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29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龄时光莹透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32
广州暨创科妍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KENON麦克侬劲黑持久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劲黑持久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劲黑持久防水眼线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4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草宝贝透明质酸精华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6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精萃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8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花草宝贝透明质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49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XIAOGUANHU小罐护韧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51 广州印象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SCF靓颜保湿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53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KENON麦克侬魅惑恒采双效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6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魅惑恒采双效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6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魅惑恒采双效眉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6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忆生源至美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71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AKENON麦克侬空气感裸透美颊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7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空气感裸透美颊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7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空气感裸透美颊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7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溢仁坊大马士革玫瑰花瓣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192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GOVSCF寡肽美肤冻干粉+粉嫩保湿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11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SHUIZAOZUBAI茯苓多肽臻养焕活水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16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醍珈淡纹修护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醍珈淡纹修护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醍珈淡纹修护嫩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1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莹润气垫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莹润气垫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莹润气垫清透BB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2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3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3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3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思耨头皮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头皮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头皮护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3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思耨营养修护发膜+头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营养修护发膜+头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耨营养修护发膜+头发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49 广州瑞丽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爽水胶原柔顺护发懒人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50 广州唐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7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拾初老姜氨基酸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299 广州睿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柔润1号蓝铜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18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仙诗华海茴香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海茴香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仙诗华海茴香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柔润1号龙血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24
广州美协生物医药研究院有
限公司

SHUIZAOZUBAI茯苓多肽臻养焕采丝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35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丽米尔紧致提拉美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52
古力米尔原创（广州）化妆
品有限公司

锦兰朵金银花多效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金银花多效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锦兰朵金银花多效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5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冰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冰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美蔻天姿冰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60
广州市金栢丽保健品有限公
司

柔棉密语鎏金秘密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70
广州市密语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洋穎堂玻尿酸香氛丝滑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29379 广州蕙芝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久慕王妃清爽美肌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03 广州慕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蓝铜肽焕采修护冻干粉+蓝铜肽
焕采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蓝铜肽焕采修护冻干粉+蓝铜肽
焕采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蓝铜肽焕采修护冻干粉+蓝铜肽
焕采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0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柔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24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伊凯琳EKAYRING草本植萃舒畅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26
广州碧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梅氏汉芳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梅氏汉芳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梅氏汉芳靓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30 广州熙然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颜臣芦荟舒缓保湿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35
广州酷多多电子商务有限公
司

歌洛菲石斛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石斛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洛菲石斛水润透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40 广州婷恋化妆品有限公司
毗伽蓝赋活靓颜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47 广州琼珀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多肽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5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vikada动感竖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59 广州蓝黛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6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我的魔法口袋清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46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碧薇雅舒润修护冻干粉 +舒润修护溶媒
液+舒润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04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颜坊类蛇毒肽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19
广东军大生物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monplay蒙芭拉海洋冰泉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海洋冰泉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海洋冰泉眼唇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30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复臻颜海罂粟碱塑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海罂粟碱塑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海罂粟碱塑颜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0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MEIXUANYAN艾美宣言赋活莹润喷雾
（A组）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MEIXUANYAN艾美宣言赋活莹润喷雾
（A组）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IMEIXUANYAN艾美宣言赋活莹润喷雾
（A组）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2
广州市蓝洁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LANOTE伊谰小黑瓶润养护发精油（类
兰蔻香）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47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再笙梵容梵容清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52
广州再笙梵容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Pealactic太阳花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59
广州市秀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柔棉密语鎏金深邃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76
广州市密语美妆用品有限公
司

圣修堂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82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韵娜姿净颜美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0 广州美炫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清盈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清盈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清盈养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59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吉菲氨基酸洁净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03 广州吉菲贸易有限公司



nuos诺色不死草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04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慕芳华魅力女人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魅力女人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芳华魅力女人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20 广州婵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护肤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5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风华天下草本玉肌紧致精华液+草本玉
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6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风华天下草本玉肌紧致精华液+草本玉
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6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风华天下草本玉肌紧致精华液+草本玉
肌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6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羽慧锦堂水沐润颜套-复活草润颜滋养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7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水沐润颜套-复活草润颜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79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水沐润颜套-复活草润颜拉丝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0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珍维丝清凉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清凉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清凉舒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2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水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水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香水芳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浪漫花香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8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依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9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依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9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珍维丝依兰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69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ROHIL珀芮希双萃细致亮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09
台美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弹润透亮抗初老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谷雨春水灵源力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肌底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曼兰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芭可丝罗曼醒洗去屑洗发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4
广州巴科丝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曼兰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传明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6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兰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18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O.CE顺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23 广州正厚百货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2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2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2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曼莎至臻保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密暂焕颜奢宠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3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蓓健鳄鱼油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3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密暂焕颜奢宠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55 广州煜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俏公主钻彩羽翼纤翘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61 广州蓓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靓颜润泽套盒-胎盘
素青春靓颜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64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美肌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美肌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美肌酵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m’sr美肤水润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781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馨美研赋活美肌净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33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馨美研晶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40
亚格蕾雅（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妙媤焕颜亮肤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62
广州妙妆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0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谷雨春水灵鲜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鲜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鲜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89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容蝶素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8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依克多因肌底修护熬夜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12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亿元棠玻尿酸精华嫩肤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20
广州懿元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妍迈吉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迈吉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妍迈吉童颜嫩肤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6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JEFFI CARNNY暮光补水樱桃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29994
广州天肌堂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阿祖啦美肤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美肤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美肤祛痘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0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代克凯蛋白修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2
广州代克凯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咪哚咪啦咪咖儿童慕斯洗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咪哚咪啦咪咖儿童慕斯洗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咪哚咪啦咪咖儿童慕斯洗发沐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3
广州金圣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修雅芙洋甘菊焕活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洋甘菊焕活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修雅芙洋甘菊焕活净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18 广州相宜化妆品有限公司
芸清堂焕颜温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1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久诗妮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诗妮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久诗妮玻尿酸焕颜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5
广州克恩博格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怡嘉妈咪多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多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多效养护能量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29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Dm’sr美肤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43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碧薇雅 修护焕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52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焕肤逆龄冻干粉 +逆龄焕肤溶媒
液+逆龄焕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56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梵赫拉芦荟舒缓莹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芦荟舒缓莹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赫拉芦荟舒缓莹润焕颜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3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阿祖啦氨基酸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氨基酸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氨基酸控油舒缓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5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YIKAEYAN透明质酸钠修护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68 广州尚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REENFEN格丽芬靓颜美皙包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74 华芮(广州)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修堂姜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88
广州市慧璟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谜蕾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小腹按摩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赞球眉睫双效滋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098 广州赞球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健发堂首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0
广州健发堂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敷得妥多效融合蛋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5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敷得妥十肽-4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6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敷得妥透明质酸钠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7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敷得妥纤连蛋白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8 兆美医疗器械有限公司
明臣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臣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明臣舒缓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FLD柔雾丝缎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16 广州尚健馨化妆品有限公司

花无皱富勒烯调肤水光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24
广州市威洁士化妆品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凝时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凝时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睛彩凤凰焕彩凝时眼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26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荻柔爽肤香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3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荻柔爽肤香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3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荻柔爽肤香体保湿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30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MAYAN臻爱滋养套-臻爱新香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5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冻干粉+
颈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6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蛋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62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遇芯缘修护逆龄冻干粉+修护逆龄溶媒
液+修护逆龄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64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冻干
粉+颈致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6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暨悦芯肌靓颜冻干粉+靓颜溶解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0
暨丰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2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2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2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3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3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3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4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4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甲油胶 蓝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4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5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5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185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时光肌密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0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修护乳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15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JMAYAN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1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云微冠蓝铜胜肽冻干粉+蓝铜胜肽溶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24
广州市朗之生物技术有限公
司

DANNY COLL丹妮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34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DANNY COLL丹妮蔻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34 广州瀚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日记多肽莹润冻干粉+多效莹润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36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牧凌酷劲爽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牧凌酷劲爽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卡牧凌酷劲爽润肤香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6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奢宠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奢宠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皙之妮奢宠香氛美肌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68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华蔻玻尿酸柔嫩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87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莱欣水漾美肌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295 广州冠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妆修护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03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JMAYAN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1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爽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1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修护冻干粉+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修护冻干粉+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修护冻干粉+修护
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4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佰然丝头皮免洗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28
广州市颜香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悠芙美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芙美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芙美修护冻干粉组合-修护冻干粉+修
护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0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芙美蓝铜肽组合-蓝铜肽肌底膜+肌底
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芙美蓝铜肽组合-蓝铜肽肌底膜+肌底
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悠芙美蓝铜肽组合-蓝铜肽肌底膜+肌底
膜调和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38 广州市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4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4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尊享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43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臻爱美雅套-臻爱美雅冻干粉+
臻爱美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64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雅琪灡水凝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7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琪灡水凝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7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琪灡水凝修护芦荟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71 广州伽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姬颜国际抗衰二裂酵母焕颜净透洁面泡
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79
广州姬颜国际化妆品有限公
司

阿祖啦清肌控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清肌控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清肌控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381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魅之莱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之莱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之莱童颜多肽修护冻干粉+童颜多肽
修护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28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魅力魔坊 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 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 滋润补水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 柔滑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 柔滑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力魔坊 柔滑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33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荻诗植萃焕颜晚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植萃焕颜晚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黛荻诗植萃焕颜晚间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2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JIAOCHAN娇婵蝴蝶结柔焦丝感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OCHAN娇婵蝴蝶结柔焦丝感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JIAOCHAN娇婵蝴蝶结柔焦丝感空气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57 广州蝶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瓷蕊清透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468 广州菲梵化妆品有限公司

MR动能蛋白套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32
广州玉美人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班豆管家清肌祛痘套清肌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33
广州馨滢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帅薇滋养养发粉（养护）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36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臻爱凝香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3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初清颜棉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棉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棉花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5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植物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植物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桂青絲植物养发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密之语水嫩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49
广州柏瑞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贝惠婴童绵羊油营养润肌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57 广州聚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拉拉贝斯水晶貂爆水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65 广州诺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扶天源妙韵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66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复臻颜活性胶原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活性胶原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活性胶原肽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5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8D玻尿酸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8D玻尿酸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复臻颜8D玻尿酸原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76
广州长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福康寧头部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0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秘密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秘密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几何秘密防护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83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韩惑黄金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94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点欧芭氨基酸祛油净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96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新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599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洛诗秘轻奢臻颜贵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46 广州市添姿化妆品有限公司

听芙修护润颜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65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李茗黛俏丽植萃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671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PRO蕴柏核仁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核仁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VINPRO蕴柏核仁油营养修护发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06
广州市川雅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tiyanoVo清颜绿豆泥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0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皙玉传奇净颜玉肤活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5
广州诗淇美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妆美冰川鱼子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初清颜修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19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点欧芭氨基酸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20 广州市顶秀化妆品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8系至尊）-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1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8系铂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2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6系铂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3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6系黄金）-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4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6系至尊）-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5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8系钻石）-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印木梵康滴油（白金体验套）-平衡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57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妆美冰川鱼子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7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妆美冰川鱼子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791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梵思美茉莉冰晶莹润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26 广州雁莎化妆品有限公司

品莲之美氨基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氨基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氨基酸洁颜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妆美冰川鱼子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30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3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3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松桦本源白桦树汁活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3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荻薇DIWEI透明质酸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5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荻薇DIWEI透明质酸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5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荻薇DIWEI透明质酸平衡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52
广州市白云区人和荻薇日用
化妆品厂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酷哩喃芬香沐浴露（粉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62 广东绿叶化妆品有限公司
维娜贝拉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72 广州俏俪臣化妆品有限公司
媛奈皙赋活按摩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76 广州珂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84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精华液（晚）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87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精华液（日）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0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玭美海藻溶液+海藻精粹微晶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1 广州玭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芙尼多肽素颜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2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3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芙尼外秘体冻龄蛋白冻干粉+外秘体
冻龄蛋白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6
广州市暨新颜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AtiyanoVo焕颜玫瑰果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898 广州市慧高妆商贸有限公司

纤西施臻养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12
广州纤西施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纤西施舒养草本调理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13
广州纤西施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纤西施奢宠草本精华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14
广州纤西施健康管理有限公
司

ReJeune蕾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15
再美（广州）健康管理有限
公司

妆美冰川鱼子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18 广州花漾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48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新活幼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58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新活防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59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塑美匙蜜语修护冻干粉+ 蜜语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64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NKOS水漾透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71 广州宏图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NAUYIQ甲油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098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冰晶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25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JMAYAN臻爱美雅套-臻爱美雅冻干粉+臻
爱美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2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SOCKO圣兰戈冰川透润爆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64 广东鸿懿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仙宛茉莉奶冻净透水光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6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茉莉奶冻净透水光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6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茉莉奶冻净透水光双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67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躺美透明质酸钠水光修护贴（舒缓肌敷
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72 广州躺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oradew奥罗拉秘密三角自动眉笔（黑
咖啡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77
广州米多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loradew奥罗拉秘密三角自动眉笔（黑
灰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79
广州米多多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索璞男士醒肤控油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108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LLMAR美洛系列甲油胶（051）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06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索璞清润亮颜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16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LLMAR芮欧系列甲油胶（044）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28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美肌梦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40 广州美肌梦化妆品有限公司

TOB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44
广州艾美国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喷雾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1150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微肽靓肤臻品组合靓肤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09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琳光感透肌组合-水动力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10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1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1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素颜按摩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12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羽丝蕊调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调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羽丝蕊调养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21
广州市白云区丝安妮化妆品
厂（普通合伙）

海角甘泉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海角甘泉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海角甘泉角蛋白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2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科唐希水活盈透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伊谰香水护发精油（类兰蔻香）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39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润颜活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润颜活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碧缇沃润颜活氧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42 广州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靓颜润泽套盒-焕颜
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48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靓颜润泽套盒-赋活
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51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REECHAN橙橙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REECHAN橙橙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REECHAN橙橙香氛沐浴泡泡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5 广州市美多化妆品有限公司
茵妆黑玫瑰玻尿酸水感焕颜黑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6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玫瑰华萃至美琉光恒采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6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舒安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舒安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PEIYANSHE佩研社舒安凝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9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观氧森林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31296 广州北森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领端美肌多肽逆龄套-美肌多肽修护粉+
美肌多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04
广州无痕伊生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法素茜紧致嫩肤冻干粉+依克多因羊胎
素紧致嫩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15
广州法素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帅薇草本精粹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18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欧瑞清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2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欧瑞清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2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欧瑞清爽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23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伊凯琳EKAYRING草本植萃舒畅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32
广州碧薇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二裂酵母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39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简龄宝藏颜值型美组合-型美紧致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41 广州赛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阿祖啦控油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控油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阿祖啦控油祛痘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50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榕颜社多肽赋活修护补养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颜社多肽赋活修护补养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榕颜社多肽赋活修护补养安瓶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66 广州市帛卉化妆品有限公司
帅薇首乌养发洗发乳（精装版）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69 广州帅薇养发用品有限公司
歌玲妃玻尿酸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玲妃玻尿酸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玲妃玻尿酸多效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茜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茜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皙茜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39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木大师肩颈润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05 广州百信化妆品有限公司
熬夜拜拜时光睡眠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29 广州时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年零感水解胶原净肌修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32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零感水解珊瑚晶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34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我的魔法口袋青春靓颜润泽套盒-玻色
因焕彩面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36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玫丽香忆氨基酸净透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98 广州美瑄贸易有限公司
拜迪生物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拜迪生物冰爽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49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肌近完美蓝铜胜肽修护套-蓝铜胜肽冻
干粉+蓝铜胜肽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24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即日美美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即日美美清透隔离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25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零感植萃童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36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零感肌底胶原养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38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年零感肌底胶原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41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宠女王舒缓保湿净润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43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韵茶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茶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茶麸润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时代之美赋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Aloiss Smith水蛭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水蛭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水蛭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零感逆龄修肤冻干粉+逆龄修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6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宠女王舒缓保湿净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57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肤校长玻色因活性肽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60
新生机（广州）医美化妆品
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6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清肌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7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清肌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7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清肌精华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78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3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俏密飞卷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俏密飞卷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俏密飞卷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59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雪肌莱二裂酵母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10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氨基酸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氨基酸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氨基酸修护润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思仙杜仲老樟树根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21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YOENJEYE映纪视黄醇御龄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视黄醇御龄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YOENJEYE映纪视黄醇御龄抗皱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6
一清堂药业科技（广州）有
限公司

贝鲜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贝鲜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贝鲜多肽靓肤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59 广州市白云区皓扬化妆品厂

Pealactic清透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60
广州市秀欢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胶原蛋白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69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0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04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伊纱曼妮氨基酸珍珠精萃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16
伊纱曼妮（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时代之美 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 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时代之美 美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5
广州市爱尼丝化妆品科技有
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逆时光紧致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29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蜂胶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蜂胶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蜂胶滋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3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恒御颜三重瓷肌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36 广州春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紧致驻颜面膜+多肽紧致
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5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紧致驻颜面膜+多肽紧致
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5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劲尔靓颜多肽紧致驻颜面膜+多肽紧致
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51 广州洪泽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夢彤嫩皙紧致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54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艾红象舒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舒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红象舒润调理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6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奇迹幻色变色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奇迹幻色变色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奇迹幻色变色修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77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思仙杜仲植物臻萃杜仲多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85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思仙杜仲植物臻萃祛角质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86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思仙杜仲植物臻萃银耳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87
广州人丛众营销策划有限公
司

星夢彤水润嫩滑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799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遇芯缘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1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遇芯缘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3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白金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3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白金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3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白金鸟清爽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39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白金鸟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白金鸟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白金鸟滋润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0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艾朵曼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氨基酸温和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48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星夢彤滋养紧致细滑颈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5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玉手倍柔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56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星夢彤嫩皙滋养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58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忆生源营养液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63
广州忆生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御雅蘭净颜修护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69 广州御紫堂化妆品有限公司
芮葵儿透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7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透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7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芮葵儿透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71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CHANGEWAY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CHANGEWAY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CHANGEWAY香氛嫩肤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884 广州市臣采日化有限公司
索璞海洋水冰肌嫩肤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07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羲肤妍净透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羲肤妍净透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羲肤妍净透滋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08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童颜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1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童颜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1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澳初修护抗初老套盒-童颜定格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15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亮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16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ROYAL COLLEGE红石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26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肌源盛美臻享胶原蛋白宠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29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怡嘉妈咪和润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和润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和润呵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1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夢彤颈色迷人颈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2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舒润草本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3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星夢彤颈致修护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3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慕醍珈羊胎素多肽修护冻干粉+羊胎素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醍珈羊胎素多肽修护冻干粉+羊胎素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慕醍珈羊胎素多肽修护冻干粉+羊胎素
多肽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44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ZEROKUL表皮多肽修护套-净肌多肽修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47
广州市赛妃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姿颜美舒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50
梦姿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星夢彤纤柔玉手滋养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6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花木之心多肽紧致逆龄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67 广州惜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花漾流彩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花漾流彩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花漾流彩三色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寡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寡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颜兰诗寡肽修护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79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朵谜玲珑润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朵谜玲珑润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朵谜玲珑润色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82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清透隔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仙宛山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精华液+山
茶花玻色因银耳晶莹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1992 广州市诚隆化妆品有限公司

且听风吟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且听风吟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且听风吟玫瑰花苞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羽慧锦堂水沐润颜套-复活草润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28
羽美谦慧（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本色调柔雾空气唇釉PE02奶盐番茄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33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星夢彤颈部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35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七分雪净痘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42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星夢彤玉手润养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60
星梦彤（广州）化妆品有限
公司

暨盛美臻享植萃纯净沁润清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63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思韵 倩茜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 倩茜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 倩茜海藻泥焕颜净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小黄姜致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小黄姜致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思韵小黄姜致臻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75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onplay蒙芭拉丝绒真彩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9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丝绒真彩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9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onplay蒙芭拉丝绒真彩盈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91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枫丹白露冰源安肌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098 希康日化（广州）有限公司
宝兰雪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03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宝兰雪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03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宝兰雪祛痘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03 广东本原药业有限公司
JMAYAN修护调理套-修护冻干粉+修护调
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1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臻爱美雅套-臻爱美雅冻干粉+
臻爱美雅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20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谷胱甘肽透光组合-谷胱
甘肽透光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2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沙棘综合平衡调理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26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净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31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膜护士香氛手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37
广州市肌研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XINBEIAI心蓓爱苦参净颜海藻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39 广州中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汶静妝缘 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汶静妝缘 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汶静妝缘 肌底修护冰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40 广州美肤泉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调水光镜面唇釉A03芝芝莓莓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56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玉妍茹初多肽修护冻干粉+多肽修护溶
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58
华南创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臻享胶原蛋白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60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本色调水光镜面唇釉 A01多肉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65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JMAYAN时光肌密洁面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68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本色调柔雾空气唇釉PE01玫瑰红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78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柔雾空气唇釉PE03柔雾甜椒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3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水光镜面唇釉A02榛果可可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4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一笔双效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一笔双效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一笔双效塑形眉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双重视黄醇赋活晚
霜（进阶款）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88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博颜丽莎滋润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196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诺方洲儿童热痱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13 广州名露药业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艾草温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艾草温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艾草温护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朵曼透明质酸钠水光修护贴（舒缓肌
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2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透明质酸钠水光修护贴（舒缓肌
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2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艾朵曼透明质酸钠水光修护贴（舒缓肌
敷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25
广州市丽清堂化妆品有限公
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梦姿颜美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39
梦姿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芊羽金枝舒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舒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0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婕诗蔓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诗蔓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婕诗蔓胸部保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4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1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卿善堂植萃首乌滋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52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FLBEDO泛美堂谷胱甘肽透光组合-谷胱
甘肽透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27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能量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1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脸院长活力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活力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活力调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顺眼美逍遥草本舒缓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4 广州膜谷化妆品有限公司
雅莉源姿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姿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莉源姿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5 广州靓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爱臻精致营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脸院长多肽赋活调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17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臻享胶原蛋白舒缓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20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Bercy Station贝惜双重视黄醇赋活晚
霜（高阶款）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21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宜草宜木多肽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46
广州宜草宜木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恋·初见青春平衡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59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天蕴氨基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氨基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天蕴氨基酸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ULLMAR轻奢复古红系列甲油胶（006）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5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时贰色TIME TWO COLOR珍珠多肽持妆轻
透水凝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贰色TIME TWO COLOR珍珠多肽持妆轻
透水凝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时贰色TIME TWO COLOR珍珠多肽持妆轻
透水凝三色气垫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79 广州果感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ΛRING哑光塑型发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0 广州楚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1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美肌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美肌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美肌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6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LLMAR汐岩系列甲油胶（007）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87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娇宠滋润亮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9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滋润亮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9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滋润亮肤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91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雲秀之肌大分子芦荟精华液（女士款）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97
广州创赢广药白云山知识产
权有限公司

雲秀之肌大分子芦荟精华液（男士款） 粤G妆网备字2021132399
广州创赢广药白云山知识产
权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娇宠柔嫩保湿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08 广州纳薇化妆品有限公司
SULLMAR妙蓝韵系列甲油胶（011）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09 广州苏漫美甲用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芳香滋养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12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歌宝莲马油柔嫩去角质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14
广州市肌研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索璞极地冰川水嫩补湿紧肤水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25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芊羽金枝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芊羽金枝润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3
广州品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
公司

FLBEDO 泛美堂凝时赋颜紧致组合-凝时
赋颜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4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黑泥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5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37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莹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40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璞极地冰川水嫩补湿紧肤试管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44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莲之美密润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密润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密润修护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iscipline草本温护套（冬日暖阳）-
草本温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焕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55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搏生物舒缓修护冻干粉+缓舒修护溶
媒液+缓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6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谷胱甘肽透光组合-谷胱
甘肽透光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8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PL摩洛哥坚果护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84
广州市纵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ΛRING造型发蜡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91 广州楚懿网络科技有限公司



Dm’sr燕窝净颜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95
广州蒂雅尔国际贸易有限公
司

暨大臻品爱臻修护冻干粉+爱臻修护凝
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98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臻品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499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谷胱甘肽透光组合-谷胱
甘肽透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0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水嫩保湿冻干粉+水嫩保湿溶
媒液+水嫩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18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宠女王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21 广州益帆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VINGDO妍道立体修护冻干粉+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25 广州启正化工科技有限公司
扶天源百草赋源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31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盛美臻享六胜肽原态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32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印木梵康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36
印木梵康（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扶天源舒润赋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40 广州王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麦格焕采肌底律动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56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62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博颜丽莎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69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芙佳 美丽摩丝 粤G妆网备字2021132581 广州美合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方逸康堂身体温润油4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07
广州圣方逸康堂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柯魅思清润透靓舒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09
广州市瑞颐莎品牌运营有限
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水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水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蔻微兰臻享童颜水光组合-童颜紧致水
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41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枣澄娇美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44
广州纤利道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索璞SURPRO黑珍珠胶原蛋白亮采凝胶眼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51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兰赞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6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6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兰赞桑菊叶黄素眼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60
广州康蓓纳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肌近完美寡肽小分子冻干粉-寡肽小分
子冻干粉+寡肽小分子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66 广州维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欣姿玉颜洋甘菊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73
紫暄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暨美倾城缓舒修护冻干粉+缓舒修护溶
媒液+缓舒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75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品莲之美肌光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肌光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品莲之美肌光修护隔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新肤一族草本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9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草本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9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草本柔嫩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694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色调贝壳眼影 大地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01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二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二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二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3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水嫩美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水嫩美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新肤一族水嫩美肌去角质啫喱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18 广州安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欧蜜亚OUMIIYA多效修护焕颜霜（清
爽）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44
广州欧米亚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怡嘉妈咪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怡嘉妈咪草本泥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52 广州星银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腹部植萃精纯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之美腰臀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6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7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7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享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7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背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疏活菁萃净畅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8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肩部舒缓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本色调油画眼影 奶茶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4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FULALIZ轻彩腮红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2798 广州洛加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0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0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腿足舒畅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0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姣后干裂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13
广亿堂药业（广东）有限公
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薰奈洋甘菊多效奢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薰奈洋甘菊多效奢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薰奈洋甘菊多效奢宠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2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蕴诗本草沙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沙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诗本草沙棘清爽防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36 广州尚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梦姿颜美舒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50
梦姿颜（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文锦堂氨基酸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52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随美人微肽能量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58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随美人微肽赋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60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随美人蛋白肽焕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61
广州市尚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Bercy Station贝惜双重视黄醇赋活晚
霜（基础款）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62
广州湃玥品牌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

玉昭妍头部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头部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头部活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2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玉昭妍头部养护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73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7chh果冻胶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6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果冻胶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6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果冻胶 绿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6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果冻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果冻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7chh果冻胶 红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898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琳光感透肌组合-寡肽粉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03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舒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28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我的魔法口袋烟酰胺净爽洁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0
广州魔法口袋医药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舒源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2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卡思琳光感透肌组合-乳糖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7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白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39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4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4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LA VOSTO果冻胶 黑色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40 广州米塔化妆品有限公司
卡思琳光感透肌组合-水动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41 广州美芙化妆品有限公司
淑花棠疏活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49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ELANOTE艾玛丝蛋白头发护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54 广州亨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WSIVINE浅棕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55 广州博伊馆贸易有限公司
淑花棠疏活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56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淑花棠疏活植萃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58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熹秀臻致手足调理套-手足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80 广州娣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淑花棠疏活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97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AYGIRIM璀璨固色眼线水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2999 广州爱格琳商贸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三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三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三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09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四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四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四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五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五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五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1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六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六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六号平衡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12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宣谷去屑止痒控油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26
广州市白云区龙归宣谷精细
化工厂

藏钥之谜舒缓植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30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硫因肽胺修护平衡组合-
硫因肽胺平衡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39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硫因肽胺修护平衡组合-
硫因肽胺平衡调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硫因肽胺修护平衡组合-
硫因肽胺修护平衡调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42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硫因肽胺修护平衡组合-
硫因肽胺修护平衡调理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43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硫因肽胺修护平衡调理面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46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大放睛彩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大放睛彩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大放睛彩睫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2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谷雨春水灵源力深层清洁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6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8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09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魅力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听芙修护润颜冻干粉组-听芙焕彩冻干
粉+听芙靓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03
知小（广州）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雅诗丹妮一号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一号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一号调理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3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FLBEDO泛美堂谷胱甘肽透光组合-谷胱
甘肽透光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41 广州澳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1蜜桃茶冻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58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2焦糖橘棕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61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3罗马假日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63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4糖霜樱桃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66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5复古玛丽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68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本色调元气口红 P06肉桂杏仁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0 广州不简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臻享胶原蛋白精萃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3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肌源盛美盛美臻享胶原蛋白固态精华套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5
广州泰洋健康科技投资有限
公司

绮易美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积雪草清透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7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蛇毒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蛇毒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蛇毒肽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1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博颜丽莎焕活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2 广州市康恩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易美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植物密肌舒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4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爱芊惠清畅舒缓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烟酰胺牛奶亮肤身体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6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净肤水杨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梦幻世界胶原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世界胶原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梦幻世界胶原多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89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爱媚雅睫毛滋养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199
广州老名唐健康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暨颜·暨美肌肽修颜冻干粉+暨颜·暨
美肌肽修颜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2 广州伊亮化妆品有限公司

古丽米尔自然遮瑕修颜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5
古力米尔原创（广州）化妆
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光灵动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光灵动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柔光灵动眼影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6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细致肌肤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谜蕾翩翩优雅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08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V-SNM青春赋颜修护冻干粉+青春赋颜修
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V-SNM青春赋颜修护冻干粉+青春赋颜修
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V-SNM青春赋颜修护冻干粉+青春赋颜修
护营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0
广东卡采医药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养元舒缓调理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25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平衡调理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平衡调理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雅诗丹妮平衡调理滋润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70 广州恒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芙诗婷清洁净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72
广州市肌研生物医药科技有
限公司

SOZK黑管小金钻魅力色彩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86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焕采透肌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88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楚蜜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楚蜜复活草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29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恋·初见青春平衡霜2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12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伍福慈艾植萃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3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玻尿酸冻干粉水润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4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玻尿酸冻干粉水润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4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兰妍植玻尿酸冻干粉水润滑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44 广州市煜祺化妆品有限公司
唇寇果香果色丝绒滋润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45 广州娇宝儿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媚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滋养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2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己感修护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6 广州壹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GEGE瓷格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GEGE瓷格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IGEGE瓷格格温和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57 广州尊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恋·初见青春平衡霜1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61
唯迈生物科技（广州）有限
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rNi肌肽润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2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5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控油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75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 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3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媚人参皂荚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人参皂荚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人参皂荚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4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福第花开丝柏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6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茴香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7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肉桂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8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姜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29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薄荷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0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蓝桉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1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白千层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2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媚海藻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海藻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安媚海藻抗衰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3
广州御春堂美容用品有限公
司

优肌说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7 广州佳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说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7 广州佳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优肌说 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37 广州佳洁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年零感鲟鱼子酱提取精华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495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郝乃思玻色因冻干粉+玻色因多肽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29 广州亚鲁马香薰有限公司

年零感动能活力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32
广州暨创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奥菲玛歌寡肽修护冻干球+奥菲玛歌溶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34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35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修护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3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润莹润透肤冻干粉+润莹透肤
溶媒液+润莹透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46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润护冻干粉+润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47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廊的诱惑强力定型干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58 广州独品化妆品有限公司
得火家海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火家海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得火家海洋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563 广州韩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DF&CAMILLE DC五果净爽养润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04 广州莱轩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LUMEMILO 屏障培养优化冻干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31
广州市白云区中科美化妆品
厂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嫩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42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净肌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43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44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臻颜母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45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修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46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荣蔻毛囊净化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71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蘑菇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7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蘑菇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7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COLOURPOP十二色眼影蘑菇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73 广州黛洛妃化妆品有限公司
相见如初水润保湿面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89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倾城保湿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690 广州华汇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韩惠国际 深海洋肽蚕丝清洁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0
广州市韩惠娇人化妆品有限
公司

凯色派对生活腮红#302杏仁奶茶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1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LaErNi水杨酸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3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LaErNi乳糖酸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4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凯色派对生活腮红#303焦糖橘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5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ASUBAKI酵素修护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SUBAKI酵素修护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ASUBAKI酵素修护营养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17
广州市蒲金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铂碧欧艾叶复合精华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20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碧欧艾叶复合精华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20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铂碧欧艾叶复合精华净屑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20 广州市碧欧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矿物控油定妆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22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七分雪 草本清痘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49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文锦堂人参润颜保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5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修护美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53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Suitiara治愈系列九色眼影盘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54 广州巧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修护美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57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欣姿玉颜积雪草原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61
紫暄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文锦堂人参修护美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63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福第花开欧丹参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67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丽姿曼头皮护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0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丽姿曼头皮修护平衡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1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fujiko ponpon蓬蓬粉·蓝色海风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4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绮易美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神经酰胺舒缓修护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8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丽姿曼清透芳香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89 广州丽姿曼化妆品有限公司
姿泊颜参灵草花青萃紧颜活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2 广州茗爵化妆品有限公司

绮易美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绮易美精纯弹力蛋白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3
广州市绮易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珂露莎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莹润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79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苗坊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01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舒畅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02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麦格净颜美肌御龄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07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净颜润肤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11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麦格水润弹滑按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12
广州聚恒医美医疗科技有限
公司

米思卡黑金臻宠舒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18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黑金臻宠多重修护精华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19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黑金臻宠舒润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3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米思卡黑金臻宠舒润修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4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综合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5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综合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5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51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茶来发茶麸茶籽洗发水（滋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51 广州雪蝶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千妍悦汇密香修肌套-密香修肌冻干粉+
密香修肌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63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7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和塑美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精华
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76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韩惑氨基酸净澈盈润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80 广州欧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紫花仙水杨酸痘肌修护棉片（温和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90 广州市莱晖化妆品有限公司

fujiko ponpon蓬蓬粉·浪漫樱花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91
广州市榄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和塑美紧致迷人美颈套装-颈致蛋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899 广州紫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拾初补水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09 广州睿度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DUDC黑脸御龄冻干粉+黑脸御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C黑脸御龄冻干粉+黑脸御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DUDC黑脸御龄冻干粉+黑脸御龄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3 广州欧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香茅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5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香茅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5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香茅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5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38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舒缓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1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藏钥之谜疏活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2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LAURA LILLY薰衣草精油+ LAURA LILLY
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5
劳拉莉莉（广州）日用品有
限公司

LAURA LILLY乳香精油+ LAURA LILLY椰
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6
劳拉莉莉（广州）日用品有
限公司

LAURA LILLY玫瑰精油+ LAURA LILLY椰
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7
劳拉莉莉（广州）日用品有
限公司

LAURA LILLY欧薄荷精油+ LAURA LILLY
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49
劳拉莉莉（广州）日用品有
限公司

LAURA LILLY迷迭香精油+ LAURA LILLY
椰子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50
劳拉莉莉（广州）日用品有
限公司

碧美寇寡肽玻尿酸精华面膜I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68 广州蓝月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七分雪 平衡收敛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3995
广州七分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ROYAL COLLEGE肌肽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09
广州合信通健康科技有限公
司

花千月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2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花千月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2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花千月玻尿酸水润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25 九美（广州）实业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臻颜至尊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28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臻颜至尊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3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玺悦颜美肌养护套美肌滋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35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美肌养护套美肌调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37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玺悦颜美肌养护套美肌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38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靓邦素净透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39
广州市靓邦素化妆品有限公
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尚世芳华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薰衣草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68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葡萄柚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70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茶树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71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欧刺柏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72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檀香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74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佰妆萃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075
佰妆萃国际生物科技（广
州）有限公司

妡妆修护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07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修护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08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植萃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09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立禾莱斯小分子玻尿酸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12 广州新靓琪化妆品有限公司

欧韵诗睛采紧致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13
昊森化妆品（广州）有限公
司

博菲丝修复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27
广州市双键热烫美容美发有
限公司

TiKi Muchun头皮毛发油污残留物清洁
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31
广州町目春生物科技发展有
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7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PUXT清透水感隔离防护系列清透水感隔
离防护霜（清爽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84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雪肌莱水盈澎澎新生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195 广州真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2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2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珂露莎华韵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26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PUXT清透水感隔离防护系列清透水感隔
离防护霜（水润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45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PUXT清透水感隔离防护系列清透水感隔
离防护霜（倍护型）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46 广州三匠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臻品组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臻品组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母依莎臻品组合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247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乖萌宝贝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0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乖萌宝贝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0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MAKENON麦克侬乖萌宝贝水漾润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08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文锦堂人参臻颜至尊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18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臻颜至尊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19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润颜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20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文锦堂人参润颜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21
广州复元妈咪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MACYE指甲胶-猫眼系列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29 广州市曼尼化妆品有限公司
福第花开柠檬精油+霍霍巴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34 广州福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MAIZONKEE莹润补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44
广州市御景源实业发展有限
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悦时焕颜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悦时焕颜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悦时焕颜平衡乳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55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营养滋润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5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去屑止痒洗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76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索咔玻尿酸透润滋养精华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80 广州索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COCO ZHEKUN丝绒哑光小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8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ZHEKUN丝绒哑光小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8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COCO ZHEKUN丝绒哑光小细管口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4386 广州太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纯颜素美靓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21
广州盛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颜素美靓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21
广州盛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纯颜素美靓颜润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21
广州盛懿美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豆蔻舒缓棒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2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豆蔻舒缓棒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2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百艾云集遇见艾·艾草豆蔻舒缓棒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2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紧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3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水解海绵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4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奥菲玛歌血清蛋白修护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55
奥菲玛歌（广东）生物技术
有限公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4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5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汤液坊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6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胜诗美妍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胜诗美妍白兰花凝萃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0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臻济堂清畅疏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48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管氏慧颐植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2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草本综合油（体验装）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草本综合油（体验装）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佰味沽方草本综合油（体验装）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0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黛莱星儿黄金胶原蛋白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1
广州黛莱星儿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茹美人植萃养护套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BOSSENCE焕颜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无忧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1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SEOHEQN圣欧泉修护舒缓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6 广州美珍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颈项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7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顺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8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韵蜜舒润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29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平衡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0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畅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1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润通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腰部植萃疏活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3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尚美星光修护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尚美星光修护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尚美星光修护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康尚美星光修护眼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48
广州中康医药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菲体素莱滴滴清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58 广州樟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柠檬香茅精油+胜诗美妍
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柠檬香茅精油+胜诗美妍
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柠檬香茅精油+胜诗美妍
玫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1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甜橙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甜橙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甜橙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2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薄荷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薄荷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薄荷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3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薰衣草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4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尤加利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尤加利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尤加利精油+胜诗美妍玫
瑰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5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茶树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茶树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茶树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6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e玫瑰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e玫瑰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Aloiss Smithe玫瑰精油+胜诗美妍玫瑰
按摩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577 广州澳妍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圣植娜舒畅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0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青春束臻品植萃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0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瑶颐精粹舒缓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2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宏康堂蛋清素免洗按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19 广州和美丰化妆品有限公司

毛毛妈龙脑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33
毛毛妈（广州）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芸清堂清韵姣美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36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泊兰蜜肌泊兰姣美净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37 广州蓝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米思卡黑金臻宠舒润滋养洁面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41
广州米思卡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宫堂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草本精粹套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妆苗坊植萃臻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5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热力姜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6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苗坊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67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苗坊植萃臻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0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妡妆苗坊植萃臻养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1 广州辰择医药科技有限公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修护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修护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修护靓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首元艾草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683 广州尚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曼美旋律草本臻致套-植萃臻致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可净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3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可净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3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御可净祛痘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03 广州卓姿日用品有限公司
均妮焕颜修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2 广州均妮贸易有限公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7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两部曲靓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18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植贝 维A醇逆龄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27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贝 维A醇逆龄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27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贝 维A醇逆龄抗皱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27 广州市碧莹化妆品有限公司
SHURROW 臻颜子弹头发际线粉02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29 广州杉若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贝纽澳洲果萃儿童隔离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56
科美优品（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责任公司

DTDNA蓝铜胜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蓝铜胜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TDNA蓝铜胜肽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60
广州康芙莱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黎芙莎水蜜桃冰淇淋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8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水蜜桃冰淇淋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8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水蜜桃冰淇淋保湿护手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80 广州雅太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MICOS舒缓安肤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81
广州市卓研医疗科技有限公
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美宫堂肩颈草本套肩颈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7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容蝶素颜靓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液
（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三元草本套-三元草本油
（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宣宏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79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79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柔顺润发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79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茶树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0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茶树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0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茶树控油去屑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0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生姜净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1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生姜净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1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生姜净澈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1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橄榄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2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橄榄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2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原野橄榄柔顺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2 广州原野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3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蜂之源养护舒缓植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884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黎芙莎神经烟酰舒缓防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1 广州诗逸兰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姿轻畅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姿轻畅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姿轻畅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瑾玉韵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瑾玉韵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瑾玉韵草本臻养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闺蜜焕颜清肌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19 广东蓉蓉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灵动舒缓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灵动舒缓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灵动舒缓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千植肌研纤连蛋白积雪草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47
广州千植肌研化妆品有限公
司

五福人生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五福人生艾素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鸿益徳艾草生姜滋养舒缓按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81 广东禾康仪器设备有限公司
卡罗缇祖马龙香味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4985 广州卡罗缇化妆品有限公司
魅姿秀依克多因传明酸安瓶精华套-依
克多因传明酸安瓶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01 广州范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草本温润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肩颈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灵动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灵动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灵动舒缓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玖泰渼舒爽草本养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腰部草本套-腰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臻萃草本套-臻萃活力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媞丽人叶黄素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轻畅草本套-轻畅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清净草本套-清净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臀部草本套-臀部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靓玉雅多效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39 广州靓玉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欣姿玉颜寡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44
紫暄国际生物科技（广州）
有限责任公司

菲轩妮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轩妮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菲轩妮赋活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48 广州明眉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思韵腰腹修护草本套-腰腹修护精华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0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非常宝贝水光小嫩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07 广州伊美兮化妆品有限公司
荣蔻水氧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39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黄金蛋白线+黄金蛋白线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0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海洋深层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3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滋润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4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百媚生紧肤眼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5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柔皙结构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6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8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乳香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49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昭懿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0 广州博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双蔻男士亮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男士亮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男士亮肤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8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塑颜紧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塑颜紧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塑颜紧致焕亮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59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路路通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温润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温润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温润草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畅舒草本套-畅舒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荣蔻轻透隔离BB粉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71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妆莱雅奢香精油丝滑修护护发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84 广州妆莱雅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草本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草本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母子谣草本舒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贝森美黄金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贝森美黄金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贝森美黄金面膜泥 粤G妆网备字2021135197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JING CHAN GUO JIU舒缓养护套-舒缓草
本膜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双蔻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烟酰胺手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34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玺悦颜美臀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73 广州贞颜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深海鱼子酱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78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黑头导出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80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胶原蛋白多肽冻干粉+胶原蛋白多
肽冻干粉溶酶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81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维迩登洗手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3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维迩登润肤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4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维迩登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5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维迩登洗发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6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维迩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7 广州千喜商业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修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8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修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8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修护冰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8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9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9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299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00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00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祛痘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00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御洗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08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GOVSCF寡肽弹力冻干粉+弹力保湿溶媒
液+弹力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12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GOVSCF寡肽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18
广州市鸿龙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inemonro兰梦璐炫黑立体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炫黑立体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Linemonro兰梦璐炫黑立体液体眼线笔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3 广州欣资丹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肤日记多肽修护冻干粉+保湿修护溶
媒液+莹润靓丽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6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肤日记滋养美颜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7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緑園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肩颈舒缓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2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松畅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胸部舒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腰背养护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轻姿韵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舒活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清芳净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幸福之源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6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神采美目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7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秀美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美利安娜草本植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39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肩颈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0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平衡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1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平衡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2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美利安娜肩颈植萃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3 广州伊品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五肽六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5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靓肤美颜冻干粉+靓肤美颜溶
媒液+靓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6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优泉寡肽美颜冻干粉+靓肤美颜溶
媒液+保湿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47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小魔盒塑颜润肤冻干粉+塑颜润肤
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51
广州暨创医学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科专颜胶原紧致精华液+胶原紧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58
广州瑞仕妮雅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

暨美暨梵尼胶原提升冻干粉+多效滋养
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59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水润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60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美暨梵尼五肽六肽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61 广州翼通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卡妆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64 广州黛言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玉肌润养植萃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2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3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畅通疏活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4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5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德益谷舒润植萃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6 广州领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7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舒缓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8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陽生堂植萃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79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双蔻烟酰胺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8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烟酰胺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8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双蔻烟酰胺足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86 广州市白云区丰姿化妆品厂

兰素秀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素秀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兰素秀神经酰胺氨基酸洁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1
广州市大家美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倍舒妮娅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细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2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舒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舒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倍舒妮娅舒润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3 广州伊宝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 FORM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 FORM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ICE FORM透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3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緑園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草緑園修护美润植萃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俏八度茶树纤连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1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纤连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1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俏八度茶树纤连蛋白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1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2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2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皙肌蜜美肌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02 广州怡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马齿
苋）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马齿
苋）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马齿
苋）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3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薰衣
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薰衣
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婴乐洗发沐浴露二合一（燕麦+薰衣
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4
广州珍维斯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林盾蓓柔水养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水养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林盾蓓柔水养平衡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7 广州市鸿格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滋润保湿液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8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洋甘菊化妆水（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29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面膜调配剂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30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萃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萃动力草本植萃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动力草本植萃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萃动力草本植萃泡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5
广州市中养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ZERO AGE樱花净颜卸妆湿巾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46
广州伊氏化妆品贸易有限公
司

爱人葡萄子玫瑰化妆水（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55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姜丹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姜丹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姜丹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筋骨草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韵魅草本精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6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肩颈舒爽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7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爱人葡萄子出水芙蓉保湿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75 广州家加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9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9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媚集珍酵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494 广州韩娅化妆品有限公司
遇芯缘水润保湿面膜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1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肤日记寡肽紧肤冻干粉+滋养紧肤溶
媒液+滋养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3
广州康丽颜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暨美优泉保湿修护精纯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4 广州暨昊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聚美匠心焕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6 广州美肌电子商务有限公司



暨传奇提拉逆龄冻干粉+提拉逆龄溶媒
液+提拉逆龄液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7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多肽紧肤冻干粉+多肽紧肤溶媒
液+多肽紧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8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润肤焕彩冻干粉+润肤焕彩溶媒
液+润肤焕彩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09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肌源修护冻干粉+肌源修护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0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焕肤舒缓修护面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1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传奇寡肽修护冻干粉+修护溶媒液+修
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2 广州朵皙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提升修护冻干粉+提升修护溶
解液+提升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3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暨大真美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4
德诺蓓尔（广州）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

碧薇雅臻爱蜜语冻干粉+ 臻爱蜜语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6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 润护修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7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润护修颜冻干粉+ 润护修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8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 沁肤修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19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 水润沁肤面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0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水润沁肤冻干粉+水润沁肤溶媒
液 +水润沁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1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碧薇雅焕美靓颜冻干粉+ 焕美靓颜溶媒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2
广东金骊康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TNGFASHION植萃头皮洁净洗发露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3 托尼盖科技有限公司
TNGFASHION植萃原液臻养洗发露②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4 托尼盖科技有限公司

花蔻源富勒烯嫩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7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多肽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8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补水修护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29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花蔻源多肽微晶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0
广州花蔻源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臻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草本精粹修护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可莎畅爽活力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G·SCF小蓝瓶修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HeBaDi乌木沉香香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4 广州市柏屹莱贸易有限公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8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49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0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冰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1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清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2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净肤水润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3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研美吉水润滋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4
广州研美吉生物工程有限公
司

科姿魅颜  臻颜紧致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58
广州梵洛琪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悦享花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坤灵嘉美草本精华套-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6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活力臻美养护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3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臻致精华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4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纤绮美御美养护臻品套-草本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75 广州蓓茵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荣蔻奢养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80 广州荣菲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599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娇韵舒悦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0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1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2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肩颈舒悦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3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4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倾姿妈咪妙姿魅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05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眯眯眼奢华薰衣草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0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眯眯眼奢华柠檬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1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眯眯眼奢华尤加利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2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眯眯眼奢华茶树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3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眯眯眼奢华薄荷精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6
广州斯帕茨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臀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灵动活力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舒爽清净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腰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韵源滋养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焕颜嫩肌冻干粉+暨大尚品焕
颜嫩肌溶媒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55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保湿修护冰晶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56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深层清洁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深层清洁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氨基酸深层清洁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4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温和柔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温和柔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神经酰胺温和柔嫩洁面泡沫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奢宠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奢宠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涵美鎏金奢宠焕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67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嫩肤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嫩肤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玻色因光学嫩肤慕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72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舒缓柔润卸妆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77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水漾按摩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2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玫瑰精粹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5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胸部养护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柔和洁面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7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修护冰晶凝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698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暨大尚品焕颜美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00 广州暨搏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肽蜜度 蜜度水润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01 广州悦澜医疗科技有限公司

芘乄姿滋养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滋养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滋养柔韧洗发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02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深层滋养护发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3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芘乄姿流沙香氛沐浴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5
广州八杯水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自臻四期温和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四期温和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四期温和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6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7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自臻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8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若斯康龙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润养顺活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2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瑶韵通达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3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瑶韵通达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3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瑶韵通达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3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安宁暖舒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4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5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5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蕴雅馨丽净舒养护茶浴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25 广州天蕴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3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舒缓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4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5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6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焕颜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7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众诚伊美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众诚伊美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8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平衡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39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舒缓清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0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采筠清悦保养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41 广州吉美化妆品有限公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明肌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明肌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ID-YIMEI玻尿酸明肌补水修护套装（尊
享版）玻尿酸明肌补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2
广州市韩莱雅化妆品有限公
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植萃修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雪莲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雪莲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雪莲养护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善本和悦唤醒草本精华套-唤醒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眼未来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眼未来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睛眼未来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焕颜套-焕颜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悦和清舒草本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清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清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清舒植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妁仪悦和清舒养护套组-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集草香宜肩颈舒缓草本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7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植荟小屋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舒养套-舒养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静颜佳人秀花柔温护套-温护花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那沐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那沐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那沐平衡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09
广州市为好国际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轻盈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净透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草本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按摩草本套-眼部按摩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护精
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舒源眼部草本舒护组合-眼部舒爽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草本臻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润鑫诗芊姿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麽素玫瑰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麽素玫瑰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麽素玫瑰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49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梨虹甲油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0 广州言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草本舒缓养护套-草本舒缓养护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精粹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草本泡脚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背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腿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腿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腿部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腰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腰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腰腹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轻奢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精华粉+焕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精华粉+焕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靓套组（五件套）-
焕靓美肤精华粉+焕靓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焕肤组合-臻效新颜焕
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菁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保湿套组（五件
套）-补水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植因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保湿舒护套组-轻奢舒护
美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琢颜添姿眼部草本臻萃套-叶黄素眼部
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琢颜添姿眼部草本臻萃套-叶黄素眼部
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琢颜添姿眼部草本臻萃套-叶黄素眼部
臻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竹元活力凝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 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 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 舒养草本套组-草本养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AP·SCF眼睛彩家居护理套组-眼睛彩美
润眼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轻奢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梵芝聲灵仙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灵仙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灵仙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归春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归春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归春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丹芍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丹芍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丹芍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B·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植物烟酰胺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筋骨草养护套-筋骨草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活力舒护草本套-活力舒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8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胸部草本养护套-胸部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臻美妙龄草本套-臻美妙龄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B·SCF轻奢柔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轻奢洁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轻奢卸妆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妡茜娅富勒烯白松露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富勒烯白松露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富勒烯白松露美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依克多因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依克多因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依克多因多肽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安肤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滋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滋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美眼滋养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洗面奶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美肤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精华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精华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精华组合-臻效新颜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凌烟阁   尔妙摩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凌烟阁   尔妙摩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凌烟阁   尔妙摩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8
广州市黄培昌化妆品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组合-臻效新颜舒
肤精华粉+臻效新颜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组合-臻效新颜舒
肤精华粉+臻效新颜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舒肤组合-臻效新颜舒
肤精华粉+臻效新颜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荟美植源养护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麽素茉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麽素茉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麽素茉莉维生素E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6
广州市帝斯精细化工有限公
司

XB·SCF轻奢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3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美修护套-臻美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采悦草本养护套-采悦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清润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舒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舒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御妙心眼部舒爽套-眼部舒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龄界止步草本臻致养护套-臻致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银菊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银菊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梵芝聲银菊草本精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粹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黛颜念美韵魅草本养护套-韵魅草本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舒护套-养护舒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冻龄美肌套组-轻奢冻龄
美肌菁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5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弹润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润养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粉+嫩颜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嫩颜紧致套组（六件套）-嫩颜
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肌底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璨
靓眼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癸元精手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手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癸元精手臂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7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青春套-养护青春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妡茜娅富勒烯焕颜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富勒烯焕颜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妡茜娅富勒烯焕颜紧致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代新颜臻效新颜补水舒肤套组（六件
套)-臻效新颜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咔丝美丝轻奢焕颜套组-轻奢焕颜植因
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活力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洁面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柔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植物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植物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植物酵母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焕彩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焕彩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焕彩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蓓植焕颜按摩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玑靓坊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599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美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滋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蓓植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颜精
华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颜精
华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颜精
华组合-冰肌玉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冰肌玉容美肤
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冰肌玉容美
肤组合-冰肌玉容美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颜晚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肤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
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肤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
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肤组合-肌肤玉容舒肤精华粉+肌肤玉容
舒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菁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肌肤玉容舒护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
护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活力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活力草本养护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舒爽养护精
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金卉兰姿舒爽养护尊享套-养护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草本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精
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尊享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精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精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至臻尊享养护套-至臻精粹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活力养护套-草本活力养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克丽茜曼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液（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草本油（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天垣堂臻致畅润草本套-臻致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翠绿烟纱养护温润套-养护温润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面膜1
号+冻龄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面膜1
号+冻龄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冻龄套组-冻龄面膜1
号+冻龄面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日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懒人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懒人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懒人素颜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滋润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臻颜紧致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赋活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赋活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赋活淡纹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4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亲肤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亲肤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亲肤洗面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落落树草本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护唇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5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艾益寿舒养草本套组- 草本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缘美畅爽活力套-畅爽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缘美畅爽活力套-畅爽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伊缘美畅爽活力套-畅爽活力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活力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活力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活力水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胶原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植因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植因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植因精
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紧致套组-紧致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草本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草本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草本舒畅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温护芳薰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温护芳薰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温护芳薰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净畅芳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净畅芳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芳薰养护套-净畅芳薰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7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肩颈舒爽草本套-肩颈舒爽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8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柠檬水嫩提亮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柠檬水嫩提亮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生活涵美柠檬水嫩提亮喷雾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6 广州媄飘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0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畅快舒护草本套-畅快舒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缓草本修护套-舒缓草本修
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0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活力草本套-轻畅活力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轻畅无忧草本套-轻畅无忧草
本温润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臀部护理草本套-臀部护理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1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胸部养护草本套-胸部养护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玉韵温润草本套-玉韵温润草
本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韵养护草本套-舒韵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腰部养护草本套-腰部养护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舒爽清净草本套-舒爽清净草
本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运泽景辰清养轻盈套-轻盈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芊姿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芊姿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三吉六秀芊姿草本套-草本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平衡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植粹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净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净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YUANSE元瑟眼部净爽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舒缓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胸部草本养护套装-胸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温润草本养护套装-温润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草本臻萃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复活草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肌肤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净润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菁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菁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菁纯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修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6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植因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金箔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金箔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金箔肌底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软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软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软化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水肌保湿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水凝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植因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植因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植因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保湿套组-保湿菁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彩肌底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彩肌底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彩肌底眼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润颜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润颜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润颜鲜活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平衡醒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薇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薇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薇萃精华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皮脂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皮脂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复活草皮脂膜修护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维C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维C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维C焕颜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睛焕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睛焕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亮睛焕彩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8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安舒利泰灵动活力草本套-灵动活力草
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臀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19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纲目集草腰部草本养护套装-腰部草本
养护精华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康言韵胸部草本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净透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卸妆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净透泡泡洁面慕斯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玑靓坊出水芙蓉水凝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璀璨靓眼舒
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璀璨靓眼舒
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璀璨靓眼舒
护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GLLER&BETIFULL美塑博兰出水芙蓉水
凝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植因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啫喱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活力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菁华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多效舒肤膏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精华粉+冰清玉洁焕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菁纯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冰清玉洁焕颜套组（五件套）
-冰清玉洁焕颜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璀璨靓眼套组（五件套）-璀
璨靓眼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2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4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茹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7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3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1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畅快草本养护套装草本养护膜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2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轻畅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膜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3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Douyin&bb焕颜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Douyin&bb焕颜肌底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美塑博兰肌肤玉容舒肤套组（六件套）
-肌肤玉容舒肤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六芯堂骨碎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骨碎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六芯堂骨碎补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蒂凡妃魅韵草本套-魅韵草本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4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凯色派对生活腮红#301愉悦粉红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4 广州凯色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舒爽清净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5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修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6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玉韵养护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8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臀部护理草本套装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59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草堂仁安背部草本养护套草本养护油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0 广州市诗凯化妆品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萃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1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2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3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6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4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5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3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膜（6号）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华素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XB·SCF御容奢宠臻颜精纯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亮
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亮
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亮
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7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抚
纹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抚
纹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抚
纹紧致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凝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凝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部凝润精华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贴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绮迹舒护眼部套组-绮迹舒护眼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薇脸啫喱
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6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薇脸沁养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芊颜胶原
粉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8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芊颜赋能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89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薇脸活力
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90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水润隔离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91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芊颜精华
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92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芊颜保湿
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9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lady date轻奢薇脸芊颜套组-多效精华
水

粤G妆网备字2021136295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焕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焕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焕颜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新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新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新肌靓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皙透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皙透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皙透滋养眼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柔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亮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0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洗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多效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多效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多效水润面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初芳尊宠赋活霜套组-初芳尊宠
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4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润肤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润肤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富勒烯焕颜润肤精粹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XB·SCF初芳尊宠赋活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7 广州市神彩贸易有限公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8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奢华臻宠御颜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1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平衡修护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0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美眼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美眼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AP·SCF美眼菁乳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1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新肌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新肌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新肌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2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舒润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舒润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舒润净肤卸妆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3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颜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4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亲肤美眼精华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5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平衡亲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平衡亲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平衡亲肤修护液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6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MG·SCF奢华臻宠童颜精华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7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焕颜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焕颜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EG·SCF焕颜亲肤霜 粤G妆网备字2021136329
广州市韵丽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


